
 
 
 
 

药学法规红宝书 
2021年法规汇编 

 

 

 

版本：20210930
 
 
 
 
 
 
 
 
 
 
 
 
 
 
 
 
 
 
 
 
 
 
 

 

扫描关注优普惠公众号，不定期迭代更新！ 

 

 

 

 

 

 
整理：YPH 



药学法规红宝书 2021 年法规汇编 目录 

版本：20210930 

序

号 
名称 颁布时间 原文网址 

1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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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

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1.jhtml 

2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

三十八批）》的公示 
2021年 01月 05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d702fe0bf502ada   

3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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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

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0.jhtml 

4 
关于羧甲纤维素钙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

的公示 
2021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09.jhtml 

5 关于苯乙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1月 1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9.jhtml 

6 
关于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的公

示 
2021年 01月 1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40.jhtml     

7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品上市后变更管

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21 年 第 8

号） 

2021年 01月 14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13142301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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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1.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d702fe0bf502ada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0.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09.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9.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40.j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13142301136.html


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新药

质量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

（2021 年第 3 号） 

2021年 01月 15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f5b39ea28944028   

9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

三十九批）》的公示 
2021年 01月 25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48bf51658ccc9978   

10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三十六批）的通告（2021 年第 7 号） 
2021年 01月 25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25152823113.html    

1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奥氮平口

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1

个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5 号） 

2021年 01月 26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aa3e80d1bb8ca3f   

1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相互

作用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

（2021 年第 4 号） 

2021年 01月 26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cc85bdbe69af7f7a   

1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临床

试验适应性设计指导原则（试行）》的通

告（2021 年第 6 号） 

2021年 01月 29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68744135afea3cc   

1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三十七批）的通告（2021 年 第 14 号） 
2021年 02月 07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07132515106.html    

15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

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1 年 第

15 号） 

2021年 02月 10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10101731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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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f5b39ea28944028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48bf51658ccc9978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25152823113.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aa3e80d1bb8ca3f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cc85bdbe69af7f7a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68744135afea3cc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07132515106.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10101731196.html


1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氟维司群

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11 号） 

2021年 02月 1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315483d03a55835   

1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

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17 号） 

2021年 02月 1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2bbd9cbed6a1e39    

1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化

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临床变更技术指导原

则》的通告（2021 年第 16 号） 

2021年 02月 1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85e0e3036afcea5 

1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化

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的通告（2021 年第 15 号） 

2021年 02月 1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8480214871d6636   

2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类似

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原

则》的通告（2021 年第 18 号） 

2021年 02月 18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781c768db1dbe43   

21 

关于公开征求《第一批拟不推荐参比制剂

化药品种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2月 2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61d5c07220f99e6   

22 
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

案的公示 
2021年 02月 2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1.j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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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483d03a55835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2bbd9cbed6a1e3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85e0e3036afcea5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8480214871d6636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781c768db1dbe43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61d5c07220f99e6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1.jhtml


23 
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甘油钠药用辅料标准

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2月 2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2.jhtml 

24 
关于培化磷脂酰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

的公示 
2021年 02月 2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0.jhtml 

25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三十八批）的通告（2021 年 第 18 号） 
2021年 02月 23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3170653127.html   

2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审中心

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的

通告（2021 年第 19 号） 

2021年 02月 23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e24b96a0f22c6a2   

27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中药变更事

项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1 年第 19

号） 

2021年 02月 24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4165613198.html   

28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三十九批）的通告（2021 年第 20 号） 
2021年 03月 04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304140033114.html    

2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境外已上

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

术要求（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1

号） 

2021年 03月 08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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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2.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0.j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3170653127.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e24b96a0f22c6a2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4165613198.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304140033114.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30 关于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3月 09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31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

作的通知 
2021年 03月 11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0.jhtml 

32 
关于征集 2021 年药用辅料标准提高课题

研究用样品的通知 
2021年 03月 12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9.jhtml 

3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创新药（化

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2 号） 

2021年 03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56cc94fcc7ba86b   

3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变更

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1 年

第 24 号） 

2021年 03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d99367534022507   

3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皮肤外用

化学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23 号） 

2021年 03月 16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6d020189a2609c    

36 关于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3月 19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87.jhtml 

37 
关于硬脂富马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

示 
2021年 03月 19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7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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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0.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9.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56cc94fcc7ba86b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d9936753402250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6d020189a2609c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87.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75.jhtml


38 
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化学药品国家标准提

高研究用样品和资料的通知 
2021年 03月 26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10.jhtml 

3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免疫

原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

第 25 号） 

2021年 03月 29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c25cc2cd1975e2   

40 关于氢化蓖麻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3月 30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26.jhtml 

4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中

药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26 号） 

2021年 04月 0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91f1b6ba0922d3b    

 

42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四十批）的通告（2021 年第 23 号） 
2021年 04月 09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09152827114.html    

43 

关于《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指导原则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ec7545517d001c4   

44 

关于《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四项技术指导

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4e5decc529b3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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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10.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c25cc2cd1975e2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26.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91f1b6ba0922d3b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09152827114.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ec7545517d001c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4e5decc529b3a116


45 

关于《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指导

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f7254f6aa60eac7   

46 

关于《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两项技术指导原则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5af6c2d2c809588   

47 
关于实行《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

护人管理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2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89.jhtml                  

48 

关于公开征求《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

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4月 13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55bfebe1f4601d86   

49 关于尿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4月 13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91.jhtml               

5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用于产生

真实世界证据的真实世界数据指导原则

（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7 号） 

2021年 04月 15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aed86b800e8d9d9    

5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帕妥珠单

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的通告（2021 年第 28 号） 

2021年 04月 2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fd57d450721e9d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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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7254f6aa60eac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5af6c2d2c809588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89.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55bfebe1f4601d86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91.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aed86b800e8d9d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fd57d450721e9d4


5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托珠单抗

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的

通告（2021 年第 29 号） 

2021年 04月 2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1b7292470c2d5c54   

53 
关于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国家药品标准草

案的公示 
2021年 04月 26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001.jhtml                    

54 
关于公布《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品

种监护人”联系方式（第二版）的通知 
2021年 04月 26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76.jhtml                    

55 
关于征集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

题立项建议的通知 
2021年 04月 26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56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四十一批）的通告（2021 年第 29 号） 
2021年 04月 27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27165543139.html    

57 

关于公开征求《抗 HIV 感染药物临床试验

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

知 

2021年 04月 3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66e0837be086f2   

58 

关于公开征求《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

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2021年 04月 30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2d661b43492694d   

59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

规范》的公告(2021 年 第 65 号) 
2021年 05月 13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513151827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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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1b7292470c2d5c5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001.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76.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27165543139.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66e0837be086f2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2d661b43492694d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513151827179.html


60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

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

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5月 14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1eec1fc2b7c421   

61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

四十三批）》的公示 
2021年 05月 14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f0ee2c44d684170   

62 关于醋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5月 27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19.jhtml              

63 关于氢氧化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5月 27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20.jhtml                

64 关于水杨酸甲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5月 27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0.jhtml          

65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检查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2021年 05月 28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528171603115.html   

66 关于硬脂酸钙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1年 05月 31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2.jhtml            

67 

关于公开征求《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

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6月 0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9991ca91cf0507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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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1eec1fc2b7c421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f0ee2c44d684170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19.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20.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0.j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528171603115.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2.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9991ca91cf05078


68 
关于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

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2021年 06月 02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4.jhtml                

69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

四十五批）》的公示 
2021年 06月 04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3c135e6257bf198   

70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生物制品变

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1 年

第 40 号） 

2021年 06月 18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18125831195.html    

71 2020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2021年 06月 18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621142436183.html 

72 
关于公开征求《药品追溯码印刷规范（征

求意见稿）》等 2 个标准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6月 21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1161500105.html    

73 
关于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单

位名单的公告（2021 年第一批） 
2021年 06月 21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197.jhtml                 

7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制品

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0 号) 

2021年 06月 22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0ff7585b5400c40    

75 

 

关于《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

序》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年 06月 23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a1e66301cbd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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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4.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3c135e6257bf198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18125831195.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621142436183.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1161500105.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197.j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0ff7585b5400c4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a1e66301cbd0a3


76 
关于结束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

登记平台测试工作的预通知 
2021 年 06 月 25 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666ea385204a565   

77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二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41 号） 

2021 年 06 月 25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5154803120.html   

78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

目录（第四十六批）》的公示 
2021 年 06 月 29 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a123dd593ce4216   

79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创新药

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

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02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db93676c34f3478090f7809944b642f  

80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吸入液

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02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fe3535ce582abf6a8f02506f945db080  

81 

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

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

则》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02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fae4018f18e00dfcf4433e75cb6ea03  

82 

关于公开征求《生物类似药临床

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0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dbdd7750285af86b44479700e24252f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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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66ea385204a565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5154803120.html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a123dd593ce4216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db93676c34f3478090f7809944b642f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fe3535ce582abf6a8f02506f945db080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fae4018f18e00dfcf4433e75cb6ea03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dbdd7750285af86b44479700e24252f


83 
关于规范申请人儿童用药申报信

息备注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09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a8dea8dc22854538f8df29e5a660f61  

84 
关于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

的公示（第二次） 
2021 年 07 月 16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58.jhtml                 

8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中药、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生

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

写指南》的通告（2021 年第 32

号） 

2021 年 07 月 19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2887a834e5cb95ce8a638894bdbe6a9  

86 
关于及时提交原料药、药用辅料

和药包材年度报告的通知 
2021 年 07 月 22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bb4998a078be19bcdfc14be15d077e8  

87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51 号） 

2021 年 07 月 23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723172249180.html   

88 
关于蔗糖硬脂酸酯药用辅料标准

草案的公示 
2021 年 07 月 26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1.jhtml                 

89 
关于共聚维酮药用辅料草案的公

示 
2021 年 07 月 28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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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a8dea8dc22854538f8df29e5a660f61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58.j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2887a834e5cb95ce8a638894bdbe6a9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bb4998a078be19bcdfc14be15d077e8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723172249180.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1.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4.jhtml


90 
关于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

的公示 
2021 年 07 月 28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3.jhtml               

9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规范

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

知 

2021 年 07 月 28 日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532e20800a47415d84adf3797b0f

4869 

92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七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f1ac00047b8b770299a813accaa6e  

93 
关于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

的公示 
2021 年 08 月 04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7.jhtml                        

9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低分子量肝素类仿制药免疫原

性研究指导原则（试行）》的通

知 

2021 年 08 月 0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1e54c92b783ada76ec4d93ce7ef53d0  

95 
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

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2021 年 08 月 11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92.jhtml                

96 
关于鼓励注射剂生产企业参与药

包材调研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3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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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3.jhtml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532e20800a47415d84adf3797b0f4869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532e20800a47415d84adf3797b0f4869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f1ac00047b8b770299a813accaa6e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7.j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1e54c92b783ada76ec4d93ce7ef53d0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92.jhtml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5.jhtml


97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八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7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f95762247fb31d54d8f2a79e5c6b18c  

98 

关于公开征求《境外已上市境内

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

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7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838875a268231d403950ea89fa869ac8  

99 
关于征集化学药品国家标准提高

研究用样品和资料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7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8.jhtml                    

100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四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61 号） 

2021 年 08 月 18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818084801156.html    

101 

关于公开征求《抗肿瘤药物说明

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

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d3092a2592e5097bb60b34d54224336  

102 

关于公开征求《治疗儿科动脉性

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2021 年 08 月 1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15a0293fa97b6b15f190d5716324d70  

103 

关于公开征求《治疗动脉性肺动

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1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4fbf07e1b030c7292b54d16d8f35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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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f95762247fb31d54d8f2a79e5c6b18c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838875a268231d403950ea89fa869ac8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8.jhtml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818084801156.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d3092a2592e5097bb60b34d54224336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15a0293fa97b6b15f190d5716324d70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4fbf07e1b030c7292b54d16d8f3517a


104 

关于公开征求《改良型新药调释

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2021 年 08 月 24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a61993116b1ae5dd54e0220a015bf09  

105 

关于公开征求《新药研发过程中

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24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631f177ea01426ec21815a65c0ed524e  

106 

关于公开征求《创新药人体生物

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2021 年 08 月 25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1e8ffadd7c8579ca4e8bc35f8a5b32  

10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试行）》《纳米药物非

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纳米药物非临床

安全性评价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5

号) 

2021 年 08 月 27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5945bb17a7dcde7b68638525ed38f66  

108 

关于公开征求《创新药临床药理

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30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4778228749442e5439d3a36268c8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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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a61993116b1ae5dd54e0220a015bf09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631f177ea01426ec21815a65c0ed524e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1e8ffadd7c8579ca4e8bc35f8a5b32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5945bb17a7dcde7b68638525ed38f66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4778228749442e5439d3a36268c884a


109 

关于公开征求《境外生产药品上

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30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9853618e50ac0549244376147f1ce0  

110 

关于公开征求《药物非临床依赖

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

知 

2021 年 08 月 30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866fee07aa540241e488e03f518556c  

111 

关于公开征求《中药新药毒理研

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8 月 30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eeb095c7ba6549eedc0e23bfafda56e  

112 

关于公开征求《利拉鲁肽用于体

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1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c1a2912ef89b5a5b9615b7a6cdce404  

113 

关于《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

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d57bc91690c53db3d224e546bfda06f  

114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创新药临

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

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5285fc64a0727a43ff59775ed9edc  

115 

关于公开征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抗病毒治疗及预防新药临床试

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bacc862f68d4780fb5127bf8b23ac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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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9853618e50ac0549244376147f1ce0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866fee07aa540241e488e03f518556c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eeb095c7ba6549eedc0e23bfafda56e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c1a2912ef89b5a5b9615b7a6cdce40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d57bc91690c53db3d224e546bfda06f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5285fc64a0727a43ff59775ed9edc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bacc862f68d4780fb5127bf8b23ac8c


116 

关于公开征求《药物临床试验数

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

则》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50b58058f4654812cecdc4e573e7773  

117 

关于征求多库酯钠等 38 个拟收

载入《中国药典》的药用辅料标

准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59.jhtml                         

11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

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

（2021 年第 39 号） 

2021 年 09 月 0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809d166f8173a2c8738b88a5f6a4b89  

119 

关于《药物临床研究有效性综合

分析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3a2685d7abe6a1eeb5df2ef9a0d6c45  

120 

关于公开征求《药物临床试验随

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8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cf2084cabe061c05d074bff8626f935  

121 
关于鼓励参与药用辅料蔗糖标准

有关情况调研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08 日 https://www.chp.org.cn/gjydw/ywdtfl/16410.jhtml           

12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

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38 号） 

2021 年 09 月 1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24cbea7b9ce702f48196eb8f80d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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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50b58058f4654812cecdc4e573e7773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59.j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809d166f8173a2c8738b88a5f6a4b89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3a2685d7abe6a1eeb5df2ef9a0d6c45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cf2084cabe061c05d074bff8626f935
https://www.chp.org.cn/gjydw/ywdtfl/16410.jhtml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24cbea7b9ce702f48196eb8f80d5479


12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7 号） 

2021 年 09 月 13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b0f84e0627bf8d61470246373c36c70  

124 

关于《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化监查

统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1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83d165520d9ab17004eb10ff39d2c24 

125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第四十九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1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644d9ed80185f9f667910233d4afaa 

12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等 16 项技术指导原

则的通告（2021 年第 40 号） 

2021 年 09 月 17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cc7c37128cba032f1dd24552b7b444b 

127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晶型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2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90a7d798f1a2a86e6a5798247c9454e 

128 

关于公开征求《口服固体制剂混

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2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8ce8b32a9761bc4addc26070df2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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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b0f84e0627bf8d61470246373c36c70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83d165520d9ab17004eb10ff39d2c2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644d9ed80185f9f667910233d4afaa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cc7c37128cba032f1dd24552b7b444b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90a7d798f1a2a86e6a5798247c9454e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8ce8b32a9761bc4addc26070df27849


 

 

 

 

 

 

129 

关于公开征求《对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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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多规格豁免 BE

药学评价标准“处方比例相似性”

相关问题的问答（征求意见稿

二）》意见的通知 

2021 年 09 月 26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32f2e68fabb31a2389dfe9f832375e2 

130 

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电子通

用技术文档申报的公告（2021 年

第 119 号） 

2021 年 09 月 30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930111641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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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32f2e68fabb31a2389dfe9f832375e2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930111641179.html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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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1.jhtml                         时间: 2021-01-05 

  

我委拟制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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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

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

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

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

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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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1月 05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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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准修

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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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AC/wKgBcV_sLJCAbHIOAALpv03nzdY636.pdf?token=7819c2a293d8df44022adeedf1d6b918&ts=1609313605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AC/wKgBcV_sLJCAbHIOAALpv03nzdY636.pdf?token=7819c2a293d8df44022adeedf1d6b918&ts=1609313605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八批）》的公示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d702fe0bf502ada  发布日期:2021 年 01 月 05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年 3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 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三十八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指定联系邮箱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更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

据和论证材料，电子版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年 1月 4 日～2021年 1月 15日（10个工作日）。 

  联系邮箱:cdecbzj@cde.org.cn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1月 4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八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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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d702fe0bf502ada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20423e4b7de49a5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e2056ac89850a5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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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八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1 1 

噻托溴铵奥达

特罗吸入喷雾

剂 

Tiotropium Bromide and 

Olodaterol 

Hydrochloride 

Inhalation 

Spray/Spiolto（思合华） 

每瓶 60喷,每喷含噻托

铵 2.5μg(相当于噻托

溴铵一水合物

3.124μg)和奥达特罗

2.5μg(相当于盐酸奥

达特罗 2.736μg)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2 2 
噻托溴铵喷雾

剂 

Tiotropium Bromide 

Spray  

每瓶 60喷，每喷含噻托

铵 2.5μg，药液浓度含

噻托铵 0.2262mg/ml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3  
硝酸咪康唑阴

道软胶囊 

Miconazole Nitrate 

Vaginal Soft 

Capsules/Gyno-Daktari

n（达克宁） 

0.4g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4 3 
硝酸咪康唑阴

道软胶囊 

Miconazole Nitrate 

Vaginal Soft 

Capsules/Gyno-Daktari

n（达克宁） 

1.2g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5 4 
丁丙诺啡纳洛

酮舌下片 

Buprenorphine 

Hydrochloride and 

Naloxone Hydrochloride 

Sublingual Tablets 

丁丙诺啡 2mg/纳洛酮

0.5mg（均以碱基计） 
Indivior UK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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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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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6 5 
丁丙诺啡纳洛

酮舌下片 

Buprenorphine 

Hydrochloride and 

Naloxone Hydrochloride 

Sublingual Tablets 

丁丙诺啡 8mg/纳洛酮

2mg（均以碱基计） 
Indivior UK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7 6 
羧甲基纤维素

钠滴眼液 

Carboxymethylcellulos

e Sodium Eye Drops / 

Refresh Celluvisc 

0.4ml:2mg 

Allergan 

Pharmaceuticals 

Irelan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8 7 
复方倍他米松

注射液 

Compound Betamethasone 

Injection/得宝松 

1ml：二丙酸倍他米松

（以倍他米松计）5mg

与倍他米松磷酸钠（以

倍他米松计）2mg 

MSD Merck Sharp & 

Dohme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9 8 
注射用全氟丁

烷微球 

Perflubutan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Sonazoid（示

卓安） 

每瓶中含微球的体积为

16μl 
GE Healthcare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10 9 索磷维伏片 

Sofosbuvir，

Velpatasvir and 

Voxilaprevir 

tablets/Vosevi(沃士

韦) 

每片含 400mg 索磷布

韦、100mg 维帕他韦和 

100mg 伏西瑞韦 

Gilead Sciences 

Ireland UC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11 1 复合维生素片 

Vitamin Complex 

Tablets/ Elevit 

Pronatal（爱乐维） 

复方制剂 Bay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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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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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12 1 
盐酸奥洛他定

鼻喷雾剂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Nasal 

Spray/Patanase 

0.665mg/spray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13 1 
盐酸环丙沙星

滴眼液 

Ciprofloxacin 

Ophthalmic 

Solution/Ciloxan 

0.30%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14 1 
硫酸麻黄碱注

射液 

Ephedrine Sulfate 

Injection/Akovaz 
50mg/ml 

Exela Pharma 

Scienc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15  
艾考糊精腹膜

透析液 

Icodextrin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Extraneal 

含 7.5%艾考糊精（2L/

袋、2.5L/袋）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16  
艾考糊精腹膜

透析液 

Icodextrin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Extraneal 

含 7.5%艾考糊精（1.5L/

袋、2L/袋、2.5L/袋） 
Baxter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17  
氨基酸（15）腹

膜透析液 

Amino Acids (1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2.0L 
Baxter Healthcare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18  
氨基酸（15）腹

膜透析液 

Amino Acids (1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2.5L 
Baxter Healthcare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19 1 麦芽酚铁胶囊 
Ferric Maltol Capsules 

/Feraccru 
每片含铁 30mg Norgin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20 1 
氯甲西泮注射

液 

Lormetazepam 

Injection/ Sedalam 
10ml：2mg 

Dr. Franz Köhler 

Chemi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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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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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21 1 
硝酸异康唑阴

道片 

Isoconazole Nitrate 

Vaginal Tablets 
300mg 

バイエル薬品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2 1 
盐酸头孢卡品

酯片 

Cefcapene Pivoxil 

Hydrochloride 

Tablet/Flomox 

100mg 塩野義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3 1 
氧氟沙星滴耳

液 
Ofloxacin Ear Drops 0.30% 

アルフレッサ ファ

ーマ株式会社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4 1 氟骨化三醇片 
Falecalcitriol 

Tablets/Fulstan 
0.15μg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5 2 氟骨化三醇片 
Falecalcitriol 

Tablets/Fulstan 
0.3μg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6 2 
注射用盐酸吡

柔比星 

Pir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Pinorubin 

10mg 
日本マイクロバイオ

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7  
注射用盐酸吡

柔比星 

Pir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Pinorubin 

20mg 
日本マイクロバイオ

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28  
注射用盐酸吡

柔比星 

Pir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Pinorubin 

30mg 
日本マイクロバイオ

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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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29  
注射用盐酸多

柔比星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Adriacin 

10mg 
アスペンジャパン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30  
美沙拉秦缓释

颗粒 

Mesalazine 

Sustained-release 

Granules /Pentasa 

1g，按美沙拉秦（C7H7NO3）

计 
Ferring S.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法国上市 

38-31  
美沙拉秦缓释

颗粒 

Mesalazine 

Sustained-release 

Granules /Pentasa 

2g，按美沙拉秦（C7H7NO3）

计 
Ferring S.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法国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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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增补）（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32  
富马酸伏诺拉

生片 

Vonoprazan Fumarate 

Tablets /Vocinti（沃克） 
10mg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33  
富马酸伏诺拉

生片 

Vonoprazan Fumarate 

Tablets /Vocinti（沃克） 
20mg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8-34  碳酸镧颗粒 
Lanthanum Carbonate 

Oral Powder/ Fosrenol 
1000mg 

Shire Development 

LLC/Takeda 

Pharm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35  
尼莫地平口服

溶液 

Nimodipine Oral 

Solution / Nymalize 
6mg/ml 

Arbor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36  
氟尿嘧啶注射

液 

Fluorouracil Injection/ 

Fluorouracil 
500mg/10ml 

Accord Healthcare,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37  

小儿复方氨基

酸注射液

（19AA-Ⅰ） 

10% Amino Acid Injection 

/Trophamine 10% 
10%（500ml） B Braun Medical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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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8-38  氯化钾缓释片 

Potassium 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K-Tab 

20mEq（相当于

1.5g氯化钾）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39  
盐酸吡格列酮

片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Actos 

45mg 

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40  
盐酸丁螺环酮

片 

Buspirone Hydrochloride 

Tablet 
15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38-41  
盐酸罗匹尼罗

缓释片 

Ropinirol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8mg 

GLAXO 

SMITHKLINE/SmithKli

ne Beecha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42  
亚叶酸钙注射

液 

Calcium Folinate 

Injection 
5ml：50mg Hospira UK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43  
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10mg（以

C20H25CLN2O5计）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44  
甲氨蝶呤注射

液 
Methotrexate Injection 2ml：50mg 

Pfizer Pharma Pf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45  
多西他赛注射

液 

Docetaxel 

Injection/Taxotere  
20mg/1ml  Sanofi Mature IP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8-46  
盐酸罗哌卡因

注射液 

Ropiva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Naropin/Naro

20mg/10ml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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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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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peine/Naropina 

38-47  
盐酸坦索罗辛

口崩缓释片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Oral 

Dispersible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0.2mg 

Astellas Pharma Inc/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48  钆特醇注射液 
Gadoteridol Injection/ 

ProHance 
10ml:2.793g 

ブラッコスイス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49  钆特醇注射液 
Gadoteridol Injection/ 

ProHance 
15ml:4.1895g 

ブラッコスイス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50  
注射用头孢他

啶 

Ceftazidime For 

Injection/Modacin 
1.0g 

グラクソ・スミスク

ライ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8-51  注射用氨曲南 Aztreonam For Injection 1.0g 
日本エーザイ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19 卡托普利片 
Captopril 

Tablets/Captopril 
12.5mg 

Daiichi Sankyo Espha 

Co.,  Ltd./アルフレ

ッサ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ア

ルフレッサフ

ァーマ株式会

社 

5-20 卡托普利片 
Captopril 

Tablets/Captopril 
25mg 

Daiichi Sankyo Espha 

Co.,  Ltd./アルフレ

ッサ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ア

ルフレッサフ

ァーマ株式会

社 

21-102 
注射用环磷酰

胺 

Cyclophosphamide for 

Injection/Endoxan 

（安道生） 

1g 

Baxter Oncology GmbH 

/Baxter Healthcare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增加持证商

Bax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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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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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Ltd 

23-48 阿普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10mg 

Celgene Corp 

/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Amgen Inc 

23-49 阿普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20mg 

Celgene Corp 

/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Amgen Inc 

27-412 阿普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30mg 

Celgene Corp 

/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Amgen Inc 

27-372 
苯磺酸氨氯地

平片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5mg（以

C20H25CLN2O5计） 

Pfizer Luxembourg 

Sarl/Pfizer 

Limited/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Pfizer 

Luxembourg 

Sarl/Pfizer；

不限定商品名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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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

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38-52  

盐酸多巴

胺葡萄糖

注射液 

Dopamine 

Hydrochloride 

and 5% Dextrose 

Injection 

80mg/100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盐酸多巴胺个体化用药特征突

出，临床用药剂量范围大，单位时

间输液浓度范围大，低剂量与高剂

量相差可达十倍甚至数十倍。用小

规格按需配制溶液更为有利，不提

倡开发固定装量的大输液。且已有

小水针获批上市，可满足临床需求。

综上，审议未通过。 

38-53  

盐酸多巴

胺葡萄糖

注射液 

Dopamine 

Hydrochloride 

and 5% Dextrose 

Injection 

160mg/100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同上。 

38-54  

盐酸多巴

胺葡萄糖

注射液 

Dopamine 

Hydrochloride 

and 5% Dextrose 

Injection 

320mg/100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同上。 

38-55  

马来酸麦

角新碱/缩

宫素注射

液 

Ergometrine and 

Oxytocin 

Injection/ 

Syntometrine 

1ml：500μg

马来酸麦角

新碱和 5IU

缩宫素 

Allianc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英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原研不明，且其组方临床

价值不明，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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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

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38-56  

盐 酸 芬 特

明 托 吡 酯

缓释胶囊 

Phentermine 

Hydrochloride 

and Topiram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Qsymia 

3.75mg 

/23mg 
Vivu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存在心率升高、药物滥用、

自杀行为等诸多安全性风险；此外

本品为盐酸芬特明速释微丸和托吡

酯缓释微丸填充胶囊组成的复方制

剂，目前我国尚无盐酸芬特明速释

制剂、托吡酯缓释制剂单药及联合

用药用于体重控制的基础。综上，

审议未通过。 

38-57  

盐酸芬特

明托吡酯

缓释胶囊                                                                                                                                                                                                                                                                                                                                                                                                                                                                                                                                                                                                                                                                                        

Phentermine 

Hydrochloride 

and Topiram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Qsymia 

7.5mg /46mg Vivu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同上。 

38-58  

盐酸芬特

明托吡酯

缓释胶囊                                                                                                                                                                                                                                                                                                                                                                                                                                                                                                                                                                                                                                                                                             

Phentermine 

Hydrochloride 

and Topiram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Qsymia 

11.25mg 

/69mg 
Vivu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同上。 

38-59  

盐酸芬特

明托吡酯

缓释胶囊                                                                                                                                                                                                                                                                                                                                                                                                                                                                                                                                                                                                                                                                                             

Phentermine 

Hydrochloride 

and Topiram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Qsymia 

15mg /96mg Vivu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

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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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

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38-60  
盐酸头孢

卡品酯片 

Cefcapene 

pivoxil 

hydrochloride 

tablet/Flomox 

75mg 
塩野義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该规格小于单次给药剂量，审

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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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邮件上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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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0.jhtml                           时间: 2021-01-05 

  

我委拟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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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准，

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

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

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

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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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1月 05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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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标准修订

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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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AC/wKgBcV_sLjCASTt6AAPGB2RW6uI874.pdf?token=52341b5dcee18389126499981a4346e8&ts=1609314021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AC/wKgBcV_sLjCASTt6AAPGB2RW6uI874.pdf?token=52341b5dcee18389126499981a4346e8&ts=1609314021


 

关于羧甲纤维素钙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09.jhtml                       时间: 2021-01-05 

  

我委拟修订羧甲纤维素钙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

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

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

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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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1月 05日 

 

附件：  羧甲纤维素钙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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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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苯乙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19.jhtml                              时间: 2021-01-13 

  

我委拟制定苯乙醇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制定的药用

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

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

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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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1月 13日 

 

 

附件：  苯乙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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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40.jhtml                     时间: 2021-01-13 

 

我委拟修订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

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

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

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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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1月 13日 

 

附件：  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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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74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AE/wKgBcV_79pKAHTimAANQGAhTknw603.pdf?token=108cee11c5714cf144a5e08266f3c028&ts=1610348358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的公

告（2021 年 第 8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13142301136.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1月 14日 

为贯彻《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药品

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

本公告为准。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落实辖区内药品上市后变更监管责任，细化工作要求，制定工作文件，

明确工作时限，药品注册管理和生产监管应当加强配合，互为支撑，确保药品上市后变更监管工作

平稳有序开展。 

  特此公告。 

  附件：1.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 

     2. 关于实施《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的说明 

     3. 《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4.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报资料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1月 1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8号公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8号公告附件 2.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8号公告附件 3.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8号公告附件 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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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13142301136.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0518955951009938.doc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0518965340048061.doc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0518970461049753.doc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0518975397090719.doc


 

附件 1：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药品上市后变更，强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

人）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责任，加强药品监管部门药品注册和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衔接，

根据《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7号）、《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8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药品上市后变更包括注册管理事项变更和生产监管事项变更。 

注册管理事项变更包括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载明的技术内容和相应管

理信息的变更，具体变更管理要求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有

关规定执行。 

生产监管事项变更包括药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变更和登记事项变更，具

体变更管理要求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及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持有人应当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实现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鼓励持

有人运用新生产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新科技成果，不断改进和优化生产工艺，持续

提高药品质量，提升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药品上市后变更不得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产生不良影响。 

第四条  持有人是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和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要求建立药品上市后变更控制体系；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有关技术指导原则和国际人用药注册协调组织（ICH）有关技术指导原则制定实施

持有人内部变更分类原则、变更事项清单、工作程序和风险管理要求，结合产品特点，

经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后确定变更管理类别。 

第五条  注册变更管理类别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变更对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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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能产生影响的风险程度，分为审批类变更、备案类变更和报告类变更，分别按照《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第六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制定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规定、有关技术指

导原则和具体工作要求；负责药品上市后注册管理事项变更的审批及境外生产药品变更

的备案、报告等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实施对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监督管理。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依职责负责辖区内持有人药品上市后生产监管事项变更的许可、

登记和注册管理事项变更的备案、报告等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实施对药品上市后变更的

监督管理。 

第二章  变更情形 

第一节  持有人变更管理 

第七条  申请变更药品持有人的，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

应当与原药品一致；发生变更的，可在持有人变更获得批准后，由变更后的持有人进行

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并按规定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第八条  申请变更境内生产药品的持有人，受让方应当在取得相应生产范围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后，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

请。其中，申请变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持有人，受让方还应当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确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数量和布局要求。 

药审中心应当在规定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同意变更的，核发药品补充

申请通知书，药品批准文号和证书有效期不变，并抄送转让方、受让方和生产企业所在

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变更后的持有人应当具备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承

担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义务，完成该药品的持续研究工作，确保药品生产上市后符合现

行技术要求，并在首次年度报告中重点说明转让的药品情况。 

转让的药品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后，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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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市销售。 

受让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重点加强对转让药品的监督检查，及时纳入日

常监管计划。 

第九条  境外持有人之间变更的，由变更后持有人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 

    药审中心应当在规定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决定，同意变更的，核发药品补充

申请通知书，药品批准文号和证书有效期不变。 

第十条 已在境内上市的境外生产药品转移至境内生产的，应当由境内申请人按照

药品上市注册申请的要求和程序提出申请，相关药学、非临床研究和临床研究资料（适

用时）可提交境外生产药品的原注册申报资料，符合要求的可申请成为参比制剂。具体

申报资料要求由药审中心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持有人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名称等变更，应当完成药品生产

许可证相应事项变更后，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就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相应管理信息

变更进行备案。 

境外生产药品上述信息的变更向药审中心提出备案。 

 

第二节  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管理 

第十二条  药品生产场地包括持有人自有的生产场地或其委托生产企业相应的生

产场地。药品生产场地变更是指生产地址的改变或新增，或同一生产地址内的生产场地

的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场地信息应当在持有人《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批准证明

文件中载明。 

第十三条  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药品的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应当与原药

品一致，持有人应当确保能够持续稳定生产出与原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产品。 

药品的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发生变更的，持有人应当进行充分研究、评估

和必要的验证，并按规定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第十四条  境内持有人或药品生产企业内部变更生产场地、境内持有人变更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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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包括变更受托生产企业、增加受托生产企业、持有人自行生产变更为委托生产、委

托生产变更为自行生产）的，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

法》及相关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要求进行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提出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变

更技术指导原则要求开展现场检查和技术审评，符合要求的，对其《药品生产许可证》

相关信息予以变更。完成《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后，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凭变更后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在药品注册备案变更系统中对持有人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载

明的生产场地或生产企业的变更信息进行更新，生物制品变更中涉及需要向药审中心提

出补充申请事项的，持有人按照本办法提出补充申请。 

第十五条  境外持有人变更药品生产场地且变更后生产场地仍在境外的，应按照相

关技术指导原则进行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或备案。 

第十六条  生物制品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持有人应当在《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

获得批准后，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要求进行研究验证，属于重大变

更的，报药审中心批准后实施。 

 

第三节  其他药品注册管理事项变更 

第十七条  生产设备、原辅料及包材来源和种类、生产环节技术参数、质量标准等

生产过程变更的，持有人应当充分评估该变更可能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影响的风险程度，确定变更管理类别，按照有关技术指导原则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进行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第十八条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变更管理按照相关规定和技术要求进行。 

第十九条  已经通过审评审批的原料药发生变更的，原料药登记人应当按照现行药

品注册管理有关规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技术指导原则及本办法确定变更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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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原料药登记人应当及时在登记平台更新变更信息。 

变更实施前，原料药登记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相关制剂持有人。制剂持有人

接到上述通知后应当及时就相应变更对影响药品制剂质量的风险情况进行评估或研究，

根据有关规定提出补充申请、备案或报告。 

未通过审评审批，且尚未进入审评程序的原料药发生变更的，原料药登记人可以通

过药审中心网站登记平台随时更新相关资料。 

第三章  变更管理类别确认及调整 

第二十条  变更情形在法律、法规或技术指导原则中已明确变更管理类别的，持有

人一般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变更管理类别。 

变更情形在法律、法规或技术指导原则中未明确变更管理类别的，持有人应当根据

内部变更分类原则、工作程序和风险管理标准，结合产品特点，参考有关技术指导原则，

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验证的基础上确定变更管理类别。 

第二十一条  境内持有人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基础上无法确定变更管理

类别的，可以与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沟通，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在 20 日内书面答

复，意见一致的按规定实施；对是否属于审批类变更意见不一致的，持有人应当按照审

批类变更，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对属于备案类变更和报告类变更意见不一致的，

持有人应当按照备案类变更，向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具体沟通程序由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自行制定。 

境外持有人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的基础上，无法确认变更管理类别的，

可以与药审中心沟通，具体沟通程序按照药品注册沟通交流的有关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持有人可以根据管理和生产技术变化对变更管理类别进行调整，并按

照调整后的变更管理类别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其中，降低技术指导原则中明确的变更管理类别，或降低持有人变更清单中的变更

管理类别，境内持有人应当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验证的基础上与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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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在 20 日内书面答复，意见一致的按规定执行，意见不一

致的不得降低变更管理类别。具体沟通程序由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自行制定。 

降低境外生产药品变更管理类别的，持有人应当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的

基础上与药审中心沟通并达成一致后执行，意见不一致的不得降低变更管理类别。具体

沟通程序按照药品注册沟通交流的有关程序进行。 

第二十三条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持有人或生

产企业按照原生产工艺变更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经研究、验证证明不影响药品质

量的已实施的变更，或经过批准、再注册中已确认的工艺，不需按照新的变更管理规定

及技术要求重新申报，再次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现行变更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执行，并

纳入药品品种档案。 

 

第四章  变更程序、要求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审批类变更应当由持有人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按照有关规定和

变更技术指导原则提交研究资料，经批准后实施。具体工作时限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在提出变更的补充申请时承诺变更获得批准后的实施时

间，实施时间原则上最长不得超过自变更获批之日起 6个月，涉及药品安全性变更的事

项除外，具体以药品补充申请通知书载明的实施日期为准。 

第二十六条  备案类变更应当由持有人向药审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备案

部门应当自备案完成之日起 5日内公示有关信息。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根据备案变更事项的风险特点和安全信用情况，

自备案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对备案资料的审查，必要时可实施检查与检验。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细化有关备案审查要求，制定本省

注册管理事项变更备案管理的具体工作程序和要求。 

第二十七条  报告类变更应当由持有人按照变更管理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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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载明。 

第二十八条  药审中心和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接收变更补充申请和备案时，认为申请

人申请的变更不属于本单位职能的，应当出具加盖公章的文件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第二十九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变更申报系统，对备案类变更、年度报告类

变更实行全程网上办理。 

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将药品上市后变更的批准和备案情况及时纳入药品品种档案；

持有人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对本年度所有药品变更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第三十条  持有人和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药品生产监

管的有关规定加强对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监督管理，对持有人变更控制体系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其履行变更管理的责任。 

    法律、法规、指导原则中明确为重大变更或持有人确定为重大变更的，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批准后实施。与药品监管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后降低变更管理类别的变更，应当

按照达成一致的变更管理类别申报备案或报告。法律、法规、技术指导原则中明确为备

案、报告管理的变更或持有人确定为备案、报告管理的变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备

案或报告。 

第三十一条  药品监管部门发现持有人已实施的备案或报告类变更的研究和验证

结果不足以证明该变更科学、合理、风险可控，或者变更管理类别分类不当的，应当要

求持有人改正并按照改正后的管理类别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对已生产上市的药品开展风

险评估，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施。 

未经批准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进行重大变更、未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变更进

行备案或报告的，按照《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医疗用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生物制品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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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管理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日以工作日计算。 

第三十四条  不同补充申请合并申报的有关要求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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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关于实施《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有关事宜

的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做好《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实施工作，现将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持有人应当充分研究，确保变更后的药品与原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监管，特别要强化对已经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药品的变更监管。 

二、本公告发布前已受理的药品上市后变更补充申请及备案事项可按原程序和有关

技术要求继续办理。持有人也可主动撤回原申请，按照《办法》要求进行补充申请、备

案或报告。 

三、对《办法》第 10条实施设置过渡期。为避免政策变化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印发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的通知》（国

食药监注〔2009〕518 号，以下简称 518 号文）中境外生产药品（原进口药品）通过药

品生产技术转让为境内生产的，境内持有人可在 2023年 1月 15日前继续按照 518号文

的要求开展研究并申报补充申请，逾期停止受理。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按照 518号文的要

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评审批，不符合要求或者逾期未按要求补正的不予批准。 

    四、持有人通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网上申报功能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中对备

案类变更进行备案，药审中心和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中对相关

资料完成接收工作。备案完成之日起 5日内，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对备案信息进行公示。

持有人可在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查询”---“药品”中查询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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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的目的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技术、设备、新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药品研究生产

领域，对药品研发和已上市药品的质量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带来的药品生产过程

中的变更是生产常态，也是客观必然。充分发挥先进生产技术和科技成果对药品产业的

促进作用，同时加强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是药品上市后变更

科学监管的重要任务。基于药品产业现状和药品监管工作实际，制定适应新形势下的药

品上市后变更管理规定既是产业发展需要，也是监管需要。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

法》《疫苗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制定了《药品上市

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落实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变更按照风险实行分类管理的

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药品上市后变更的原则和常见情形，规定了持有人义务和监管部门

职责，为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提供了依据。一方面鼓励持有人运用新生产技术、新方法、

新设备、新科技成果，不断改进和优化生产工艺，持续提高药品质量，提升药品安全、

有效和质量可控性。另一方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药品监管工作“四个最严”

的要求，规范药品变更行为和变更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变更，落实持有人主体责任，保

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二、《办法》起草过程中对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如何？ 

《办法》在起草过程中分别赴上海、北京、江苏等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充分听

取部分省级药品监管部门、代表性企业意见，并于 8 月 1 日至 15 日在国家药监局网站

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国家药监局直属单位、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境内外持

有人、研发机构等 1116 条意见。我局对反馈意见逐条梳理、研究、讨论，对大部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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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建议持有人变更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批准。不予采纳理由：根据《药品管

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转让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的审批应为国家药监局事权，由药审中心进行批

准。 

（二）持有人变更申请中，要求受让方具有相应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建议细化《药品生产许可证》类型或者删除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要求。不予采纳

的理由：为贯彻《药品管理法》对持有人的要求，落实持有人责任，《药品生产监督管

理办法》第七条中明确细化了委托他人生产制剂的持有人应具备的条件，同时要求持有

人办理《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类型已有专门规定，持有人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即可。 

（三）建议明确年度报告程序、药品品种档案格式等。不予采纳的理由：年度报

告程序、药品品种档案格式与《办法》无直接关系，并且国家药监局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制定相关文件要求，相关内容将在专门文件中进行明确。 

（四）建议参照境内生产药品与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就变更管理类别的沟通程序，

设定境外生产药品在药审中心的沟通程序。不予采纳的理由：目前药审中心已经建立和

优化了沟通交流制度，并且运行顺畅，本《办法》中不再赘述。 

（五）建议明确第 31条中持有人改正和开展风险评估的具体步骤和程序。不予采

纳的理由：持有人改正和开展风险评估的具体步骤和程序是药品上市后管理工作中的通

行做法，不是变更管理特有环节，持有人应按照药品上市后监管工作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六）建议明确厂房设施及仓库等的变更。不予采纳理由：厂房及仓库的变更按

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关规定实施，本《办法》中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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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人在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都包括哪些？ 

《办法》第一章总则部分条款对持有人在药品上市后变更中管理的责任和义务进行

了明确。持有人是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的责任主体。持有人上市后变更管理义务包括：

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实现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药品上市后变更控制体系，

制定实施持有人内部变更分类原则、变更事项清单、工作程序和风险管理标准，确定变

更管理类别，依法规规定和变更管理类别申报并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 

    四、如何申请持有人变更？持有人变更获得批准后，还需要开展什么工作？ 

为了适应持有人制度管理需要，《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持有人申请办理

《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条件，委托他人生产制剂的持有人符合条件的，可取得《药品生

产许可证》。 

申请变更境内生产药品持有人的，受让方应先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核

发相应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获得批准后，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受

让方应向药审中心提出变更持有人的补充申请。仅变更药品持有人的，属于不需技术审

评的审批事项，因此，申请人应提供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不

发生变更的承诺。 

药品持有人变更获得批准后，应按照《办法》第 8条的有关规定做好后续工作。 

五、药品转让过程中，仅持有人变更，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等其他事项均未发生

变更的，在持有人变更获得批准后是否需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符合性检查？ 

持有人的质量管理体系变更是影响药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持有人变更后，虽然

药品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等未发生变更，但持有人的质量管理体系发生了变更，变更后

的持有人能否在原药品生产场地上按照 GMP要求，持续稳定的生产出与原药品质量和疗

效一致的药品并承担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主体责任事关公众用药安全。因此，即使药品生

产场地、生产工艺等均未发生变更，变更后的持有人及药品生产企业均应满足药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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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规范的符合性检查要求，转让的药品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符合性检

查，符合产品放行要求后，方可上市销售。 

六、药品转让过程中，在持有人变更的同时，发生药品生产场地、生产工艺变更，

如何申报？ 

药品转让过程中仅发生持有人变更，不发生其他注册管理事项变更的，按照《办

法》第 8 条规定的程序办理，不需技术审评的审批事项办理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拟转

让的药品需要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生产工艺、处方等的，可以在持有人变更获得批准后，

由变更后的持有人（受让方）按照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要求开展研究后按要求申报补充申

请、备案或报告。因特殊需要，拟将持有人变更与其他补充申请合并申报的，技术审评

时限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 96条规定执行。 

    七、境外生产药品变更如何办理？ 

境外生产药品发生的审批类或备案类变更直接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或备案。 

境外生产药品在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之间转让，由受让方向国家局药审中心提

出补充申请。 

境外生产药品生产场地变更，且变更后场地仍在境外的，按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进

行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或备案。 

八、已在境内上市的境外生产药品转移至境内生产的，在变更办法发布后如何办

理？ 

为避免政策变化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

于印发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的通知》（国食药监注〔2009〕518 号，以下简称 518

号文）中境外生产药品（原进口药品）通过药品生产技术转让为境内生产的，我局设置

了 2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境内持有人可继续按照 518号文的要求办理，也可按照

《办法》第 10条要求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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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办法》第 10条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 

《办法》第 10条规定了已在境内上市的境外生产药品转移至境内生产虽然以仿制

药注册分类申报，但是可以简化申报资料要求，在参比制剂认定等方面也给予特殊规定，

具体政策措施另行制定发布。 

十、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发生变更的，是否允许同步向境内外监管部门提出申请？ 

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变更主要涉及行政信息类变更和技术类变更。涉及行政信息

类的变更，境外相关部门批准证明文件是重要参考文件，原则上，境外持有人在提交申

请时应提供境外已经获得批准的证明文件。 

随着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技术审评力量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

创新药选择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同步申报上市，对于这类药品在上市后发生的涉及技术类

变更是否可以在境内外监管部门同步申报，我局将根据不同药品的监管实际在后续配套

文件中规定。 

十一、为落实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办法》

对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程序进行了哪些优化？ 

2007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变更药品生产场地需由持有人向省级药品监管

部门分别提出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

生产药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持有人负担。为落实“放管服”要求，充分发挥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作用，优化药品上市后变更申报程序，新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对药品上市后的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程序重新进行了规定，根据《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 16 条，药品上市后发生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的，只需向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提出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办法》第 14条对具体程序进行了细化

明确，《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获得批准后，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直接在变更系统中更

新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上的药品生产场地变更信息，简化持有人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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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效率。 

生物制品等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十二、在药品生产场地变更工作中，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承担的工作有何变化？ 

药品上市后发生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的，持有人应按《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生产场地变更指导原则有关规定进行充分的研究，按程序提出

《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审查《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

时，应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生产场地变更指导

原则有关规定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审评。符合要求的，对其《药品生产许可证》相关信

息予以变更。为服务持有人，简化申报程序，仅发生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在药品注册备案变更系统中同时对持有人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载明

的生产场地或生产企业的变更信息进行更新。 

十三、持有人如何落实好《办法》第 14 条关于变更药品生产企业的有关要求？ 

国家对药品管理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自行生产

药品，也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药品生产企业生产。 

《办法》紧扣《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

管理办法》的立法宗旨和有关规定，进行制度衔接，保障有关规定顺利实施。一是《办

法》详细划分了当前变更药品生产企业的情形，方便持有人针对不同情形进行相应的生

产场地和生产范围的变更管理。二是明确变更的申请流程，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

当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要求进行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

提出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批准《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

后，对持有人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的有关信息进行更新。三是所在地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应当在《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变更审批过程中，依职责做好现场检查和技术

审评，督促持有人持续稳定生产出与变更前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产品。四是对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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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变更进一步明确管理要求，必要时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 

十四、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同时，药品生产工艺、处方、质量标准等其他注册管理

事项一并发生变更的，如何办理？ 

仅发生药品生产场地变更，不发生其他注册管理事项变更的，按照《办法》第 14

条规定办理。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同时，药品生产工艺、处方、质量标准等其他注册管

理事项一并发生变更的，持有人应先行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生产许可证》

变更申请，获得批准的，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信息，同时在备

案系统更新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上的药品生产场地变更信息，同时注明：该药品同时发生

（药品生产工艺、处方、质量标准等）变更，获得批准或备案完成后方可生产上市。持

有人向药审中心提出变更药品生产工艺、处方、质量标准等其他注册管理事项的补充申

请，获得批准后，及时报告省级药品监管部门。需要开展检查、检验的，由相关部门应

及时进行检查并抽取样品。 

注册核查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拟同步实施的，参照《药品注册管理

办法》第 48条和《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 52条有关规定执行。 

十五、生物制品的药品生产场地变更如何办理？ 

    生物制品的变更指导原则中对药品生产场地的变更进行了分类，属于重大变更的报

药审中心批准，属于中等变更的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生物制品发生药品生产场地

变更的，应先行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根据变更

指导原则，药品生产场地变更属于中等变更的，按照《办法》第 14 条规定办理；根据

变更指导原则，药品生产场地变更属于重大变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获得批准

后，持有人向药审中心提出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补充申请，药品生产场地变更信息在补

充申请批件中载明，与原批准证明文件配合使用。 

十六、《办法》第 14 条关于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相关规定同时涉及药品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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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变更，是否会导致新申报药品无法办理许可证？ 

《办法》第 14条规定了已上市药品发生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的程序和要求。按照《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要求，申请人申报药品注册时需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向申请人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即可，

二者并不矛盾。 

十七、持有人与受托生产企业不在同一省时，应向哪个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提出药

品生产场地变更申请？ 

持有人对药品上市后变更负主体责任，应由持有人向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

部门提出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并由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变更

系统中对持有人的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中药品生产场地变更的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受托生

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十八、持有人委托他人生产的条件下，已上市药品变更药品生产场地的，受委托

的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药品生产场地变更？ 

受委托的药品生产企业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办理《药

品生产许可证》变更，与《办法》第 14条规定不矛盾。 

    十九、原料药的变更如何办理？ 

《办法》明确规定了原料药的变更原则。已经通过审评审批的原料药发生变更的，

原料药登记人应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有关规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技术指导原

则确定变更管理类别后经批准、备案后实施或报告，相关信息由登记人及时在登记平台

更新。变更实施前，原料药登记人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相关制剂持有人，便于制剂持

有人开展后续工作。 

未通过审评审批，且尚未进入审评程序的原料药发生变更的，原料药登记人可以通

过药审中心网站登记平台随时更新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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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持有人应如何确定、调整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类别？ 

持有人是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类别确定的主体。首先，持有人应判断变更管理类别

是否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或技术指导原则中已有明确要求，如已有明确规定或明

确要求，持有人一般应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变更类别。 

其次，变更情形在法律、法规或技术指导原则中未明确变更管理类别的，但持有人

根据内部变更分类原则，结合产品特点、研究和评估结果，能够确定变更管理类别的，

按照持有人确定的变更管理类别执行。 

再次，持有人无法确定变更管理类别的，可在充分研究、评估和必要的验证基础上

与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沟通，意见一致的按规定实施；对是否属于审批类变更意见不

一致的，持有人应当按照审批类变更，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对属于备案类变更和

报告类变更意见不一致的，持有人应当按照备案类变更，向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具

体沟通程序由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自行制定。 

最后，持有人可以根据管理和生产技术变化对变更管理类别进行调整。其中，降低

技术指导原则中明确的变更管理类别，或降低已确认的变更管理类别，应与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不得降低变更管理类别。 

二十一、持有人是否可以将备案类变更报送药审中心进行技术审评？ 

持有人是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类别确认的主体，持有人将技术指导原则中规定为备

案类变更升级为审批类变更，报药审中心进行技术审评的，药审中心不得拒收，应按照

审批类变更的审评审批、检查检验程序执行，按照技术指导原则进行技术审评，持有人

按照药品补充申请收费标准进行缴费。药审中心不予批准的，应抄送持有人所在地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持有人不得再就同一变更事项向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备案。 

二十二、审批类变更获得批准后的过渡期如何执行？ 

对于审批类变更实施的过渡期问题一直是业界关注焦点，即审批类变更获得批准后，

在药品生产中何时实施。《办法》公开征求到的意见普遍呼吁设置审批类变更执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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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为回应业界关切，《办法》明确除涉及药品安全性变更之外的审批类变更，允许

企业在申报补充申请时承诺变更获批后实施时间，实施时间原则上不晚于获得批准后 6

个月。审批类变更获得批准后，持有人应严格遵守承诺，尽快按照变更后的条件组织生

产。 

    二十三、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工作中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做好药品上市后变更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是各级药品监管部门的共同责任，

国家药监局与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加强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国家局将加强省级药品

监管部门培训，细化统一标准，指导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做好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工作。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落实辖区内药品上市后变更监管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技术指导原则细化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工作要求，药品生产和注册管理部门应加

强配合，互为支撑，将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与日常监管、GMP符合性检查等工作相结合，

确保药品上市后监督管理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十四、备案类变更的工作程序是什么？ 

对于药品注册备案事项管理，应由持有人向药审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备

案部门应自备案完成之日起 5日内在备案系统中将有关备案信息提交国家药监局信息中

心，信息中心将相关备案信息在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公示。 

《办法》同时对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提出了工作要求，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

根据备案变更事项的风险特点和安全信用情况，自备案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对备案

资料的审查，必要时可实施检查与检验。药审中心相关工作具体要求另行制定发布。 

二十五、备案的法律意义是什么？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国务院规定，备案不属于行政许可，不存在许可类备案，《办

法》规定的备案均为告知性备案，由持有人对备案事项负主体责任。 

二十六、备案时限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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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不是行政许可，持有人按照备案资料要求提交资料进行备案，提交备案资料后

即完成备案。 

二十七、药品同时发生审批类和备案类关联的变更时，应如何申报？ 

药品同时发生审批类和备案类关联的变更，或备案类变更是以审批类变更获得批准

为前提时，持有人可以将审批类变更和备案类变更合并申报药审中心进行技术审评，备

案类变更需按照药品补充申请收费标准缴费。药审中心应按照审批类变更的审评审批、

检查检验程序执行，按照技术指导原则要求进行技术审评，技术审评时限按照《药品注

册管理办法》第 96 条执行。持有人也可单独就审批类变更向药审中心提出补充申请，

获得批准后，再就备案类变更向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或药审中心提出备案。 

二十八、备案类变更公示后，是否给持有人核发相关凭证？ 

    备案完成后，备案变更的有关信息将在 5 日内在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公示。持有人

可以自行查询公示内容，涉及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载明的信息变更的，公示内容

与药品批准证明文件配合使用。 

二十九、综合《办法》全文，与药品注册事项变更内容相比药品生产监管变更事项

似乎内容较少，是如何考虑的？ 

药品上市后变更包括药品注册事项变更和药品生产监管事项变更，《办法》规定的

变更管理原则适用于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变更，具体内容主要明确了药品注册变更

事项，涉及的药品生产监管事项变更仅规定了与注册变更事项密切相关的药品生产场地

变更，对于其他如空调系统、水系统等变更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关规定实施，《办法》中不再赘述。 

    三十、《办法》第 23条规定具体是如何考虑的？ 

国家药监局一直以来对药品上市后变更严格监管，严厉打击药品上市后非法变更，

在再注册工作中也明确了涉及工艺变更的工作要求。2010 年 8 月 13 日《关于药品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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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审查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函》（食药监注函〔2010〕168号）规定“对再注册申报工艺

与原批准工艺相比发生变更的，若工艺变更不影响药品质量，请生产企业报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备案后，再予再注册；若工艺变更可能影响药品质量，请药品生产企业按照《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报补充申请，待批准后再予再注册。” 

截至 2021年 1月 5日，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数据库中有效的国产药品共 156816个，

进口药品共 3826 个，大部分为获批 5 年以上并通过再注册的药品。按照前述药品再注

册的要求，通过再注册的药品，其申报工艺合法性已经经省级监管部门审查。对新修订

《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持有人或生产企业按照法定程序申报

的工艺变更，不需按照新的变更管理规定及技术要求重新申报，不因新的变更管理规定

及技术要求的变化视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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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报资料要求 

 

一、药品注册证书等复印件 

包括申报药品历次获得的批准文件（药品注册证书、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再注

册批件），相应文件应当能够清晰说明该品种完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目前状况。 

二、证明性文件 

（一）申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注册地址变更 

1.境内生产药品，应当提交变更前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

其变更记录页、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2.境外生产药品，境外持有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代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应当

提供授权委托文书及公证、认证文书，并附中文译本；中国境内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 

境外生产药品，应当提交有关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出具的允许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变更的证明文件，以及公证、认证文书，并附中文译本。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变更的 

1.境内生产药品，应当提交有关变更前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及其变更记录页、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以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协议原件（涉及商业秘

密的应当隐去）。 

2.境外生产药品，境外持有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代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应当

提供授权委托文书及公证、认证文书，并附中文译本；中国境内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 

境外生产药品，应当提交有关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出具的允许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变更的证明文件，以及公证、认证文书，并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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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承诺 

受让方对拟转让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应当与原药品一致、

不发生变更的承诺。 

四、其他 

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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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新药质量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3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f5b39ea28944028  发布日期:2021 年 01 月 15 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中药新药质量研究，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

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药新药质量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

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1月 14 日 

 

 

附件 1 ：中药新药质量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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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ed694ec5c72a5e5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六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7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125152823113.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1月 25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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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六批） 

 国家药监局 

2021 年 1 月 2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7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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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1559679038011511.doc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六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1 碘普罗胺注射液 
Iopromide Injection/ 

Ultravist（优维显） 
100ml:76.89g Bayer Vital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2 利奥西呱片 
Riociguat Tablets/ 

Adempas （安吉奥） 
0.5mg Bayer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3 利奥西呱片 
Riociguat Tablets/ 

Adempas （安吉奥） 
1mg Bayer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4 利奥西呱片 
Riociguat Tablets/ 

Adempas （安吉奥） 
2.5mg Bayer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5 塞瑞替尼胶囊 
Ceritinib Capsules / 

Zykadia（赞可达） 
1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6 
吸入用伊洛前列素

溶液 

Iloprost Solution for 

Inhalation/ Ventavis（万

他维） 

2ml:20μg Bayer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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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7 
倍氯米松福莫特罗

吸入气雾剂 

Beclometasone 

Dipropionate and 

Formoterol Inhalation 

Aerosol 

每瓶 120 揿,每

揿含丙酸倍氯

米松 100μg 和

富马酸福莫特

罗 6μg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8 骨化三醇注射液 
Calcitriol Injection/ 

Calcijex（溉纯） 
1ml:1μg AbbVie Pte.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9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卫克泰） 
2mg Eisai Europe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10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卫克泰） 
4mg Eisai Europe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11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2mg Eisai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2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4mg Eisai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3 贝派度酸片 Bempedoic Acid Tablets 180mg 
Esperion 

Therapeutic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4 来氟米林注射液 
lefamulin 

Injection/Xenleta 

150mg /15mL 

（10mg /mL） 

Nabriva 

Therapeutics 

Ireland DA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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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15 
硫酸长春新碱注射

液 

Vincriscristine Sulfate 

Injection 
1mg/ml Hospira, Inc 

国际公认同种药

品 
美国橙皮书 

36-16wo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Ibrance 

75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7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Ibrance 

100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8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Ibrance 

125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19 伊布替尼片 Ibrutinib 

Tablets/Imbruvica 

42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0 伊布替尼片 Ibrutinib 

Tablets/Imbruvica 

28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1 伊布替尼片 Ibrutinib 

Tablets/Imbruvica 

14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2 伊布替尼片 Ibrutinib 

Tablets/Imbruvica 

56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3 
洛度沙胺氨丁三醇

滴眼液 

Lodoxamide Tromethamine 

Ophthalmic Solution 

/Alomide 

0.10%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4 左卡尼汀片 
Levocarnitine 

Tablets/Carnitor 
330mg 

Leadiant 

Bioscienc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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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25 艾拉戈克钠片 
Elagolix Sodium Tablets/ 

Orilissa 
150m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6 艾拉戈克钠片 
Elagolix Sodium Tablets/ 

Orilissa 
200m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27 
注射用马来酸匹杉

琼 

Pixantrone 

injection/Pixuvri 
29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28 
右酮洛芬氨丁三醇

注射液 

Dexketoprofen Trometamol 

Injection / Enantyum 

2ml:50mg（以右

酮洛芬计） 

Laboratorios 

Menarini，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29 普罗雌烯乳膏 
Promestriene 

Cream/Colpotrophine 
1g:0.01g 

Theramex Ireland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30 
依托孕烯炔雌醇阴

道环 

Etonogestrel and 

Ethinylestradiol Vaginal 

Ring 

依托孕烯

11.7mg; 炔雌

醇 2.7mg 

N.V. Organ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31 雷马曲班片 
Ramatroban Tablets/ 

Baynas 
50mg 

バイエル薬品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6-32 雷马曲班片 
Ramatroban Tablets/ 

Baynas 
75mg 

バイエル薬品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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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33 
肠外营养注射液

（25）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Injection（25） 

/ Pntwin 

1000ml 
エイワイ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6-34 他克莫司缓释胶囊 
Tacrolimus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新普乐可复 

0.5mg 
Astellas Pharma 

Europe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35 他克莫司缓释胶囊 
Tacrolimus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新普乐可复 

1mg 
Astellas Pharma 

Europe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6-36 注射用硼替佐米 
Bortezomib For 

Injection/Velcade 
3.5mg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37 塞来昔布胶囊 
Celecoxib 

Capsules/Celebrex 
50mg G.D. Searl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38 舒更葡糖钠注射液 
Sugammadex Sodium 

Injection/Bridion 
200mg/2ml 

Organon USA Inc A Sub 

Of Merck And Co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39 
盐酸帕罗西汀肠溶

缓释片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Coated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Paxil Cr 

37.5mg 
Apotex Technolog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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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40 
注射用硫酸艾莎康

唑 

Isavuconazonium Sulfate 

for Injection/Cresemba 

372mg（按艾沙

康唑计 200mg） 

Astellas Pharma U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6-41 骨化三醇软胶囊 
Calcitriol Soft 

Capsules/Rocaltrol 
0.25μg 

Validus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产品 美国橙皮书 

36-42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

释片 

Metoprolol Succinate 

Extended-release/Toprol-

Xl 

25mg（以酒石酸

美托洛尔计） 

Toprol Acquisition 

LLC 
未进口原研产品 美国橙皮书 

36-43 达沙替尼片 
Dasatinib Tablets 

/Sprycel 
20mg 

Bristol-Myers 

Squibb Phar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44 达沙替尼片 
Dasatinib Tablets 

/Sprycel 
50mg 

Bristol-Myers 

Squibb Phar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45 达沙替尼片 
Dasatinib Tablets 

/Sprycel 
70mg 

Bristol-Myers 

Squibb Phar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46 达沙替尼片 
Dasatinib Tablets 

/Sprycel 
100mg 

Bristol-Myers 

Squibb Phar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47 达沙替尼片 
Dasatinib Tablets 

/Sprycel 
140mg 

Bristol-Myers 

Squibb Phar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48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5mg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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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49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50mg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0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150mg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1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00mg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2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25mg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3 
注射用醋酸卡泊芬

净 

Caspofungin Acetate for 

Injection/Cancidas 
5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4 
注射用醋酸卡泊芬

净 

Caspofungin Acetate for 

Injection/Cancidas 
7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5 阿卡波糖片 
Acarbose 

Tablets/Glucobay 
100mg Bayer Vit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6-56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

剂 

Mometasone Furoate 

Aqueous Nasal 

Spray/Nasonex 

50μg/揿

（0.05%） 

MSD SHARP & DOHME 

GMBH/MSD France/MSD 

Italia S.r.l./Merck 

Sharp & Dohm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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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6-57 多西他赛注射液 
Docetaxel 

Injection/Taxotere 
1ml:20mg 

Sanofi K.K./ 

サノフィ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6-58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Alogliptin Benzoate 

Tablets/Nesina 
12.5mg 

武田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6-59 
注射用盐酸表柔比

星 

Epi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Farmorubicin 

5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10-12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

释胶囊 

Isosorbide Mononitrat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Elantan 

50mg 

UCB Pharma/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Merus Labs 

Luxco II 

S.à.R.L/Yinglian 

Health 

Pharmaceutical GmbH 

欧盟上市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Yinglian 

Health 

Pharmaceutic

al GmbH 

22-356 头孢地尼细粒剂 
Cefdinir Fine 

Granules/Cefzon 
50mg/0.5g 

Astellaspharma 

Inc./LTL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LTL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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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2-475 依托考昔片 
Etoricoxib Tablets 

/Arcoxia  
30mg 

Merck Sharp＆Dohme 

B.V./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新持

证商 Merck 

Sharp&Dohme 

Limited 

22-476 依托考昔片 
Etoricoxib Tablets 

/Arcoxia  
90mg 

Merck Sharp＆Dohme 

B.V./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新持

证商 Merck 

Sharp&Dohme 

Limited 

23-266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Cefoperazone Sodium For 

Injection/Cefobid 

1.0g（以头孢哌

酮计） 

Pfizer Italia 

S.R.L./Pfizer, 

Spol. S R.O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Pfizer, 

Spol. S R.O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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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7-237 

羟乙基淀粉

130/0.4氯化钠注

射液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Voluven 6 % 

羟乙基淀粉

130/0.4:60g/L

，氯化

钠:9.0g/L

（250ml、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Fresenius Kabi 

Italia S.r.l.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Fresenius 

Kabi Italia 

S.r.l.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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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奥氮平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等 11 个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5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aa3e80d1bb8ca3f  发布日期:2021 年 01 月 26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奥氮平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

原则》等 11个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 1、2）。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

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1月 25 日 

 

 

附件 1 ：《奥氮平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1个指导原则名单.pdf 

附件 2 ：《奥氮平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1个指导原则.rar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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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3e80d1bb8ca3f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29fc3ec0c984711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2bb97f53e13bbf9a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

通告（2021 年第 4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cc85bdbe69af7f7a  发布日期:2021 年 01 月 26 日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申请人高效规范地开展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工作，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药物相

互作用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

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1月 25 日 

 

 

附件 1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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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cc85bdbe69af7f7a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09652fb00a604da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适应性设计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6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68744135afea3cc  发布日期:2021 年 01 月 29 日 

为规范和统一国内对适应性设计的认识，促进适应性设计的应用和理解以提高研发效率，药审中

心组织制定了《药物临床试验适应性设计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

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1月 29日 

 

 

附件 1 ：药物临床试验适应性设计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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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68744135afea3c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2967921fe0a34531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七批）的通告

（2021 年 第 14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07132515106.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2月 07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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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七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2月 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 第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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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07132515106.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2675512181055430.doc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七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1 聚甲酚磺醛溶液 

Policresulen 

Solution/Albothyl（爱宝

疗） 

36%（w/w） Taked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7-2 卡波姆眼用凝胶 
Carbomer Eye Gel/Liposic

（立宝舒） 

10g:20mg

（0.2%） 

Dr Gerhard Mann 

Chem-Pharma Fabrik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7-3 美沙拉秦栓 

Mesalazine 

Suppositories/Salofalk 

（莎尔福） 

500mg Dr. Falk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7-4 
阿格列汀二甲双

胍片 

Alogliptin Metformin 

Tablets/Kazano 

阿格列汀

12.5mg，盐酸二

甲双胍 500mg 

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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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5 

盐酸考尼伐坦预

混型葡萄糖注射

液 

Vaprisol In 5% Dextrose 

In Plastic Container

（Conivaptan 

Hydrochloride） 

20mg/100mL

（0.2mg/mL） 

Cumberland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6 
布洛芬去氧肾上

腺素氯苯那敏片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Ibuprofen, 

Phenylephrine HCl Tablet 

每片含布洛芬

200mg、盐酸去

氧肾上腺素

10mg、马来酸氯

苯那敏 4mg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Holding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7 
盐酸氯普鲁卡因

注射液 

Chloropro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Clorotekal 

50mg/5ml

（10mg/ml） 
B Braun Medical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8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微球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Powder/Arestin 

1mg Orapharm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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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9 氨苯砜凝胶 Dapsone Gel/Aczone 5% Allerga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10 环孢素滴眼液 
Cyclosporine Ophthalmic 

Solution/Cequa 
0.09% Sun Pharma Global FZ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11 注射用达卡巴嗪 
Dacarbazine for 

Injection/Dacarbazine 
100mg Fresenius Kabi USA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12 注射用达卡巴嗪 
Dacarbazine for 

Injection/Dacarbazine 
200mg Fresenius Kabi USA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13 
盐酸氨酮戊酸外

用散 

Aminolevulinic Acid 

Hydrochloride for 

Topical Powder/ Levulan 

354mg（复溶后

浓度为 20%） 

Dusa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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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14 
门冬氨酸帕瑞肽

注射液 

Pasireotide 

Diaspeartate 

Injection/Signifor 

1ml：0.6mg 
Recordati Rare 

Disease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7-15 
琥珀酰明胶电解

质注射液 

Succinylated Gelatin 

Electrolytes Injection 
500ml:20g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7-16 
琥珀酰明胶注射

液 

Succinylated Gelatin 

Injection 
500ml:20g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7-17 
盐酸氯普鲁卡因

注射液 

Chloropro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Clorotekal 

10mg/ml Sintetic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7-18 
阿格列汀二甲双

胍片 

Alogliptin Metformin 

Tablets/Inisync 

阿格列汀 25mg，

盐酸二甲双胍

500mg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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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19 奥泽沙星洗剂 
Ozenoxacin 

Lotion/Zebiax 
2% マルホ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7-20 
苯磺贝他斯汀口

崩片 

Bepotastine Besil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Talion 

10mg 田辺三菱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7-21 
奈立膦酸钠注射

液 

Neri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Nerixia 
2ml:25mg Abiogen Pharma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意大利上市 

37-22 
奈立膦酸钠注射

液 

Neri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Nerixia 
8ml:100mg Abiogen Pharma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意大利上市 

37-23 
艾曲泊帕乙醇胺

片 

Eltrombopag Olamine 

Tablets/Romacta 
50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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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24 氟维司群注射液 
Fulvestrant 

Injection/Faslodex 
5ml:0.25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25 
二甲磺酸利右苯

丙胺胶囊 

Lisdexamfetamine 

Dimesylate 

Capsules/Vyvanse 

10mg 

Shire Development 

IN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7-26 佐匹克隆片 
Zopiclone 

Tablets/Imovane 
7.5mg Sanofi Aventis Franc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7-27 环孢素软胶囊 
Ciclosporin Soft 

Capsules /Neoral 
10mg Novartis Pharma K.K.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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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7-28 盐酸依匹斯汀片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20mg 

Nippon Boehringer 

Ingelheim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8-267 醋酸地塞米松片 
Dexamethasone Acetate 

Tablets/Dectancyl 
0.5mg Sanofi Aventis France 欧盟上市 

修订，不限上市

国及产地 

24-24 
酮咯酸氨丁三醇

注射液 

Ketorolac 

Trometamol/Taradyl 
1ml：10mg 

Atnahs Pharma UK 

Limited/Atnahs Pharma 

Netherlands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Atnahs Pharma 

Netherland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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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4-45 地奈德洗剂 Desonide Lotion/Desowen 0.05%（20ml） 

Galderma Australia 

Pty Ltd /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增加持证商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24-46 地奈德洗剂 Desonide Lotion/Desowen 0.05%（60ml） 

Galderma Australia 

Pty Ltd /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增加持证商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24-47 地奈德洗剂 Desonide Lotion/Desowen 0.05%（120ml） 

Galderma Australia 

Pty Ltd /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增加持证商

Galderma Hong 

Kong Limited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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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7-240 
硫酸镁钠钾口服

用浓溶液 

Magnesium Sulfate, 

Sodium Sulfate and 

Potassium Sulfate 

Concentrate Oral 

Solution/Suprep Bowel 

Prep Kit 

每瓶6盎司口服

溶液，包含：硫

酸镁：1.6g；硫

酸钾：3.13g；

硫酸钠：17.5g 

Braintree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正为硫酸镁

钠钾口服用浓

溶液，英文名称

更正为

Magnesium 

Sulfate, 

Sodium Sulfate 

and Potassium 

Sulfate 

Concentrate 

Oral Solution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

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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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的

通告（2021 年 第 15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10101731196.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2月 10日 

 为配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事项及申

报资料要求》，现予发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附件：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2月 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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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10101731196.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2923488885049020.doc


 

  附件: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重大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重大变更的事项。 

（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变更。 

（四）使用药品商品名。 

（五）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需要审批的其他事项。 

二、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报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备案，境外生产药品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备案）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中等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中等变更的事项。 

（三）改变不涉及技术审评的药品注册证书（含原料药批准通知书）载明事项。 

（四）境外生产药品分包装及其变更。 

（五）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需要备案的其他事项。 

三、年报事项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微小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微小变更的事项。 

（三）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的需要年报的其他事项。 

四、申报资料要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根据所申请事项，按以下编号及顺序提交申报资料，不适用

的项目应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年报事项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有关年报的相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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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的复印件 

包括申报药品历次获得的批准文件，应能够清晰了解该品种完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

目前状况。如药品注册证书、补充申请批件、药品标准制修订件等。附件包括上述批件

的附件，如药品的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信息表、说明书、标签及其他附件。 

2.证明性文件 

（1）境内持有人及境内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营业执

照复印件。 

（2）境外持有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应当提供委

托文书、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本，以及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境外已上市药品提交其境外上市国家或者地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

变更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除涉及上市许可持有人、上市许可持有人注

册地址、生产企业、生产地址及药品规格变更外，境外上市国家或地区药品管理机构不

能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的，申请人可以依据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说明。境外生产的药

品注册代理机构发生变更的，应提供境外持有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册关系的文书、公证

文书及其中文译本。 

按照化学药品 1 类、2 类批准的境外生产药品，如申请不涉及技术类变更，应按本

项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性文件。 

（4）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报资料要求按照《关于发布〈药品上市后变更管

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21年 第 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3.检查检验相关信息 

包括药品研制情况信息表、药品生产情况信息表、现场主文件清单、药品注册临床

试验研究信息表、临床试验信息表以及检验报告。 

4.修订的药品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信息表、说明书、标签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明。 

5.药学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

研究，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部分或全部药学研

究试验资料和文献资料，以及必要的原注册申请相关资料。 

6.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药理毒理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究，根据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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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部分或全部药理毒理研究的试验资料和

必要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7.临床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已上市化学药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

究。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相关资料。要求进行

临床试验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临床试验。不要求进行临床试

验的，应提供有关临床资料。 

8.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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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氟维司群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的通告（2021 年第 11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315483d03a55835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10 日 

   为缓解氟维司群注射液的临床供应短缺，加速仿制药上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

中心组织制定了《氟维司群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

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审查同意，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9日 

 

 

附件 1 ：《氟维司群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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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315483d03a55835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47773b33bde1176b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

（2021 年第 17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2bbd9cbed6a1e39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10 日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 年第 46号），为推进相关

配套规范性文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制定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

《化学药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

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10 日 

 

 

附件 1 ：化学药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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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2bbd9cbed6a1e3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32d9d01284571a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临床变更技术指

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16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85e0e3036afcea5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10 日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年第 46号），为推进相关

文件的配套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已上市化学药品和生物制

品临床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

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10日 

 

附件 1 ：《已上市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临床变更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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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85e0e3036afcea5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f9b0662ec9978f4d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15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8480214871d6636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10 日 

 为指导我国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的变更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标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

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

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10 日 

 

 

附件 1 ：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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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8480214871d663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d2623d5175ad488f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

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18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781c768db1dbe43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18 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生物类似药研发和评价，为工业界、研究者及监管机构提供技术参考，药审

中心制定了《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10 日 

 

 

附件 1 ：《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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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781c768db1dbe43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d609a0e69c5a7836


关于公开征求《第一批拟不推荐参比制剂化药品种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61d5c07220f99e6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20 日 

       根据化学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相关要求，为促进仿制药质量提升，在《临床价值明确，无法推荐参比制剂的

化学药品目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我中心组织起草了《第一批拟不推荐参比制剂化药品种药学研究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经专家会讨论，目前已完成 30 个品种的药学研究技术要求，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以

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2021 年 2 月 20 日-2021 年 3 月 5 日（10 个工作日）。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至以下联系人：张歆，联系方式：zhangx@cde.org.cn。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2 月 20 日 

附件 1 ：第一批拟不推荐参比制剂化药品种名单.pdf 

附件 2 ：氯化钠注射液等 6 个注射液药学研究技术要求.pdf 

附件 3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等 6 个注射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pdf 

附件 4 ：葡萄糖酸钙片等 14 个口服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pdf 

附件 5 ：聚乙烯醇滴眼液等 3 个眼用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pdf 

附件 6 ：氧及氧（液态）药学研究技术要求.pdf 

附件 7 ：征求意见反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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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61d5c07220f99e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405e9b56dfeb34b1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8eb5957a5d81f79a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cee2b7621b317908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2141177d1c65e4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f1ec228665c4f137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2d7c8895a613fe6


 

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1.jhtml               时间: 2021-02-23 

  

我委拟制定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

拟制定（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

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

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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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2月 23日 

 

 

附件：  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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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5/wKgBcWAwf6iAXgajAAPsYkB8sHs274.pdf?token=148208a342158c4a9588a1cd6196b139&ts=1613791320


 

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甘油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2.jhtml                时间: 2021-02-23 

  

我委拟制定二硬脂酰磷脂酰甘油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

将拟制定（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

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

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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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2月 23日 

 

 

附件：  二硬脂酰磷脂酰甘油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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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2.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5/wKgBcWAwfx2AD_aDAAPU0ocYOIQ224.pdf?token=12f2505b0494aa1a004cf0ca89e17415&ts=1613791181


 

关于培化磷脂酰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0.jhtml               时间: 2021-02-23 

  

我委拟制定培化磷脂酰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

制定（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

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

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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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2月 23日 

 

附件：  培化磷脂酰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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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1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5/wKgBcWAwgASARF19AAOlIEFAKBk329.pdf?token=73500bc9dfb92ce7791ed7bdfe20de4d&ts=161379141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审中心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19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e24b96a0f22c6a2  发布日期:2021 年 02 月 23 日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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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号）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落实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相关要求，

深入推进审评信息公开，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研究制定了《药审中心技术审评

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见附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 2021年 6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2月 23 日 

 

附件 1 ：药审中心技术审评报告公开工作规范（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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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be24b96a0f22c6a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b0496130871c8587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中药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的

通告（2021 年第 19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4165613198.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2月 24日 

   为配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已上市中药变更事项

及申报资料要求》，现予发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附件：已上市中药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2月 2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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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224165613198.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4156964799099008.doc


 

附件:已上市中药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药品上

市后的变更，按照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风险和产生影响的程度，实

行分类管理，分为审批类变更、备案类变更和报告类变更。其中，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

批类变更事项需要按以下分类提出补充申请，备案类变更和报告类变更按以下分类进行

备案或报告。 

一、已上市中药变更事项 

（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 

1.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变更。 

2.变更适用人群范围。 

3.变更用法用量。 

4.替代或减去国家药品标准或药品注册标准处方中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药

味。 

5.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6.变更药品规格。 

7.下列变更事项中属于重大变更的情形： 

7.1变更生产工艺； 

7.2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 

7.3变更药品注册标准; 

7.4变更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 

7.5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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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其他。 

（二）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事项 

9.下列变更事项中属于中等变更的情形： 

9.1变更药品包装规格；  

9.2变更生产工艺； 

9.3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 

9.4变更药品注册标准;  

9.5变更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  

9.6变更药品有效期或贮藏条件。 

10.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统一按要求补充完善说明书的变更。 

11.根据药品说明书内容变更标签相应内容。  

12.药品分包装及其变更。 

13.变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名称（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未发生变更）。 

14.其他。 

其中境内生产药品报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境外生产药品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备案。 

（三）报告事项 

15.下列变更事项中属于微小变更的情形： 

15.1变更药品包装规格；  

15.2变更生产工艺；  

15.3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 

15.4变更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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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其他。 

二、申报资料项目及要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根据所申请事项，按以下编号及顺序提交申报资料，不适用

的项目应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报告事项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有关报告

类的相关规定执行。 

（一）药品注册证书及其附件的复印件 

包括申报药品历次获得的批准文件，应能够清晰了解该品种完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

目前状况。如药品注册证书、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件）、药品标准制修订件等。附

件包括上述批件的附件，如药品的质量标准、生产工艺、说明书、标签及其他附件。 

（二）证明性文件 

1.境内持有人及境内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营业执照。 

2.境外持有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应当提供委托文

书、公证文书及其中文译文，以及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境外生产药品注册

代理机构发生变更的，应提供境外持有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册关系的文书、公证文书及

其中文译文。 

3.境外已上市药品应当提交境外上市国家或者地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

变更的证明文件及其公证认证文书、中文译文。具体格式要求参见中药相关受理审查指

南。除涉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规格、生产企业及生产场地的变更外，境外上市

国家或者地区药品管理机构不能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的，可以依据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做

出说明。 

（三）检查相关信息 

包括药品研制情况信息表、药品生产情况信息表、现场主文件清单、药品注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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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研究信息表、临床试验信息表、质量标准、生产工艺、标准复核意见及样品检验报

告。 

（四）立题目的和依据 

需要详细说明药品变更的目的和依据。 

（五）修订的药品说明书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明 

包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上市以来历次变更说明书的情况说明，现行最新版

说明书样稿。 

（六）修订的药品标签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明 

（七）药学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已上市中药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

究，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部分或全部药学研究

试验资料和必要的原注册申请相关资料。  

（八）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根据变更事项的类别，提供相应的药理毒理试验资料和/或文献资料。 

（九）临床研究资料 

根据临床相关变更事项的类别，提供以下临床研究资料和/或文献资料。 

变更事项需临床试验数据提供支持依据的，应先申请临床试验，提供拟进行临床试

验的计划和方案。 

拟同时申请减免临床试验的，需要提供既往开展的循证等级较高、质量较好的临床

研究资料（如有，需提供完整的临床研究总结报告），支持申请事项的相关国内外文献

资料，其他支持性证据及相关证明性文件。 

（十）产品安全性相关资料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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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安全性相关资料包括上市后安全性研究及相关文献资料，国家不良反应监测中

心反馈的不良反应数据，企业自发收集到的不良反应数据，相关临床研究、临床应用、

文献报道等，以及境内外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关于本品不良反应的详细情况等。 

产品安全性相关资料综述，指根据变更内容对以上安全性相关资料进行总结，为变

更提供支持性证据。 

三、相关申请事项说明 

对于同时申报多种变更情形的，一般应按最高技术要求的情形进行研究、申报，且

需要同时满足所有申请事项所需条件。如，增加功能主治的同时变更适用人群范围或用

法用量者，需要按改良型新药申请注册；增加适用人群范围的同时增加使用剂量或疗程

者，一般应按新药的要求进行非临床安全性试验和临床试验。不同申报事项的申报资料

需完整。 

（一）变更适用人群范围 

变更适用人群范围是指在原功能主治范围基本不变、给药途径和剂型保持一致的情

况下，增加、限定或删除适用人群范围。 

该项申请一般应该提供申报资料 1-10 中除药学研究资料外的全部申报资料，若同

时涉及药学问题或变更的，应按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究，提供相应的药学研究资

料。 

立题目的和依据：应重点说明拟变更前后不同适用人群范围同一功能主治的疾病特

点、治疗现状和临床需求，以及中医药理论、现有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对变更后适

用人群可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支持情况。对适用人群范围进行限定或删除的，应说明限

定或删除该适用人群范围的合理性。 

变更适用人群范围者，应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一般按新药要求；根据增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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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范围的情况和已有的药品有效性、安全性证据支持程度，至少应开展针对新适用人

群范围且满足安全性评价要求的足够暴露量的确证性临床试验。申请临床试验时，应根

据适用人群范围变化情况，提供支持该项变更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如支持新适用人群

范围的毒理学试验资料和/或文献资料；提供拟进行的新适用人群范围的临床试验计划

和方案及相关资料。 

（二）变更用法用量 

变更用法用量是指在功能主治和适用人群范围及给药途径不变的前提下，变更使用

剂量、用药方案（变更用法、疗程）等。 

该项申请一般应该提供申报资料 1-10 中除药学研究资料外的全部申报资料，若同

时涉及药学问题或变更的，应按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究，提供相应的药学研究资

料。 

立题目的和依据：应重点说明变更用法用量的理由和合理性。 

如变更用法用量涉及到使用剂量增加或疗程延长者，申请临床试验时，应提供支持

变更的毒理学试验资料和/或文献资料，临床试验按新药要求；用药周期缩短或使用剂

量降低者，至少应进行变更前后对照的确证性临床试验，以说明剂量变更的合理性。如

变更用法用量缺乏临床使用经验数据支持，应进行剂量探索研究。 

其他用法用量的变更（如变更溶媒、滴速、服药时间、服药间隔，明确给药方案等），

应进行相关的临床试验和/或提供文献资料以说明变更的合理性。 

（三）替代或减去国家药品标准或药品注册标准处方中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

药味 

替代或减去国家药品标准或药品注册标准处方中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药味，仅

指申请人自行要求进行替代或减去药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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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申请一般应该提供申报资料 1-10的全部资料。 

立题目的和依据：原制剂功能主治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资料；替代或减去处方中

涉及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药味的必要性、可行性；替代或减去处方中处于濒危状

态的药味者，应提供中药资源评估报告以及相关的证明性文件等；替代或减去处方中毒

性药味者，应提供原制剂不良反应等所有安全性信息和研究资料，并分析与毒性药味可

能的关系；替代药味的功能主治、选择依据等。 

应根据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药味以及替代药味的情况，提供相应的药理毒理

研究资料和临床试验资料。如替代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药味，需要提供药效学和

毒理学对比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如减去毒性药味或处于濒危状态的药味，需要提供药

效学对比试验资料；临床方面应进行对比研究。如果替代药味未被国家药品标准、药品

注册标准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药材标准收载，还应根据新药材要求进行相关研究。 

（四）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包括修订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

事项】、【药理毒理】，及特殊人群用药信息、【药物相互作用】等项目。 

如修订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药理毒理】以及特殊人群用

药信息、【药物相互作用】等涉及安全性的项目，应提供申报资料 4-10中与变更事项相

关的资料，至少应包括立题目的与依据（申报资料 4），申请变更的说明书和标签样稿，

原批准说明书和标签实样、修订说明、修订前后对比表（申报资料 5-6），以及产品安全

性相关资料综述（申报资料 10）。上市许可持有人需重点评估变更对药品安全性、有效

性、临床使用等各方面的潜在影响，并对所有药品不良反应进行评价、分析，将针对性

的措施反映在说明书相关项目中。 

如修订【药理毒理】项，应根据说明书撰写的相关要求进行修订，并提供相应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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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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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九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20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304140033114.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3月 04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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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九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3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第 20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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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三十九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1 匹维溴铵片 
Pinaverium Bromide 
Tablets/ Dicetel 

50mg 
Abbott 
Laboratories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2 
盐酸阿莫罗芬乳
膏 

Amorolfine Hydrochloride 
Cream/Loceryl（罗每乐） 

0.25% 
Galderma 
Laboratorium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3 
硫酸异帕米星注
射液 

Isepamicin Sulfate 
Injection/Exacin（依克沙） 

2ml:400mg（按异帕
米星（C22H43N5O12）计）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4 
硫酸异帕米星注
射液 

Isepamicin Sulfate 
Injection/Exacin（依克沙） 

2ml:200mg（按异帕
米星（C22H43N5O12）计）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5 
盐酸美金刚多奈
哌齐缓释胶囊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an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Capsules/Namzaric 

7mg/1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6 
盐酸美金刚多奈
哌齐缓释胶囊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an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Capsules/Namzaric 

14mg/1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7 
盐酸美金刚多奈
哌齐缓释胶囊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an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Capsules/Namzaric 

21mg/1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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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8 
盐酸美金刚多奈
哌齐缓释胶囊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and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Capsules/Namzaric 

28mg/1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9 赖氨洛芬注射液 
Ibuprofen Lysine 
Injection/NeoProfen 

20mg/2ml 
Recordati Rare 
Diseas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0 
盐酸苯达莫司汀
注射液 

Bendamust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Belrapzo 

100mg/4ml
（25mg/ml） 

Eagl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1 米哚妥林胶囊 
Midostaurin 
Capsules/Rydapt 

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2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片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olodyn 

55mg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3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片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olodyn 

65mg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4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片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olodyn 

80mg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5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片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olodyn 

105mg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6 
盐酸米诺环素缓
释片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Solodyn 

115mg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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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17 
盐酸去氧肾上腺
素滴眼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 

2.5% 
Akorn Operating Co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8 
盐酸去氧肾上腺
素滴眼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 

10% 
Akorn Operating Co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19 奥利司他咀嚼片 
Orlistat Chewable 
Tablet/Alli 

27mg 
GlaxoSmithKline 
（Ireland）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20 依达拉奉注射液 Edaravone Injection 100ml:30mg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21 
马来酸阿伐曲泊
帕片 

Avatrombopag Maleate 
Tablets/Doptelet（苏可欣） 

20mg AkaRx Inc.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39-22 地高辛片 Digoxin Tablets/Lanoxin 0.125mg 
Concordia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23 
盐酸奥洛他定滴
眼液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 0.2%/ 
Pataday 

0.2% 
Alcon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24 富马酸喹硫平片 
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 Seroquel 

25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产品 美国橙皮书 

39-25 富马酸喹硫平片 
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 Seroquel 

30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产品 美国橙皮书 

39-26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dvair Diskus 

100mcg/50mcg Glaxo Smith Kline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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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27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dvair Diskus 

250mcg/50mcg Glaxo Smith Klin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28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dvair Diskus 

500mcg/50mcg Glaxo Smith Klin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39-29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Seretide 
Diskus 

50mcg/100mcg 
Glaxo Wellcome UK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0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Seretide 
Diskus 

50mcg/250mcg 
Glaxo Wellcome UK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1 
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粉雾剂 

Salmeterol Xinafoate an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Seretide 
Diskus 

50mcg/500mcg 
Glaxo Wellcome UK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2 雷诺嗪缓释片 
Ranolazine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Ranexa 

500mg 

Menarini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Luxembourg 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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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33 
交联玻璃酸钠注
射液 

Hyaluronic acid, 
stabilized single 
injection/ Durolane 

3 ml：玻璃酸钠 60mg Biovent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4 特立氟胺片 
Teriflunomide 
Tablets/Aubagio 

14mg 
Sanofi-Aventis 
Group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5 盐酸美金刚片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Ebixa 

5mg H. Lundbeck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6 盐酸美金刚片 
Meman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Ebixa 

15mg H. Lundbeck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7 

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
萄糖（30%）注射
液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 Amino Acids (16) 
/ Glucose (30%) 
Injection/NuTRIflex Lipid 
plus 

1875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38 
脂 肪 乳 氨 基 酸
（ 17 ） 葡 萄 糖
（19%）注射液 

Fat Emulsion, Amino Acids
（17） And Glucose（19%） 
Injection/Kabiven 

2053ml Fresenius Kabi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欧盟上市 

39-39 左甲状腺素钠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200μg 

Merck Serono 
GmbH/Merck 
Sante/Merck 
Gesellschaft 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39-40 依普利酮片 Eplerenone Tablets 25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9-41 依普利酮片 Eplerenone Tablets 5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9-42 依普利酮片 Eplerenone Tablets 10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9-43 
枸橼酸坦度螺酮
片 

Tandospirone Citrate 
Tablets 

5mg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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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9-44 别嘌醇片 
Allopurinol Tablets / 
Zyloric 

50mg 
グラクソ・スミスク
ライ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9-45 别嘌醇片 
Allopurinol Tablets / 
Zyloric 

100mg 
グラクソ・スミスク
ライ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39-46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2mg 
Eisai Inc/ 
Eisai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39-47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4mg 
Eisai Inc/ 
Eisai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39-48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8mg 
Eisai Inc/ 
Eisai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39-49 吡仑帕奈片 
Perampanel 
Tablets/Fycompa 

12mg 
Eisai Inc/ 
Eisai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39-50 硫酸吗啡缓释片 
Morphine Sulph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30mg 
Napp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39-51 拉莫三嗪分散片 
Lamotrigine Dispersible 
Tablets/Lamictal 

2mg 
The Wellcome 
Foundation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7-25 对乙酰氨基酚片 
Paracetamol 
Tablets/Panadol Advance 
Tablets 

0.5g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欧盟上市 

备注 1 由“欧
盟上市（上市国
家：英国；产地：
德国）”更正为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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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7-88 盐酸溴己新片 
Bromhex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Bisolvon 

8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商
Sanofi-Aventi
s Deutschland 
GmbH 

23-219 
脂 肪 乳 氨 基 酸
（ 17 ） 葡 萄 糖
（19％）注射液 

Fat Emulsion,Amino Acids
（17） And Glucose（19%） 
Injection/Kabiven 

1026ml Fresenius Kabi AB 
国内上市的国际
公认药品 

持证商更新为
Fresenius 
Kabi AB 

23-220 
脂 肪 乳 氨 基 酸
（ 17 ） 葡 萄 糖
（19％）注射液 

Fat Emulsion,Amino Acids
（17） And Glucose（19%） 
Injection/Kabiven 

2053ml Fresenius Kabi AB 
国内上市的国际
公认药品 

持证商更新为
Fresenius 
Kabi AB 

27-104 米力农注射液 
Milrinone Injection 
/Primacor 1mg/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10mg/10ml 
Aventis Pharma 
Limited/Sanofi-Ave
ntis/Sanofi 

未进口原研药品 
规 格 更 新 为
10mg/10ml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
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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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

评价技术要求（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1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发布日期:2021 年 03 月 08 日 

 为进一步指导企业开展药品研发，加快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研发上市进程，提供可参考

的技术标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

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

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3月 3 日 

 

附件 1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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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22e22f0726b4910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1d89252854d4b490


 

关于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时间: 2021-03-09 

  

我委拟修订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

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

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

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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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3月 10日 

 

 

附件：  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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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8/wKgBcWBFiCuANgO9AAUMhz8e8ig713.pdf?token=16d7c80e6e16ed478121962cf19e7c6a&ts=1615169753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0.jhtml            时间: 2021-03-11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经公开征集课题建议及承担单位、组织专业委员会及专家组审议、网上公示、药典委审核，确定了

2021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任务。现将 2021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品种及通用技术要求目录（详

见附件 1、2）反馈给你们。为确保 2021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严格执行管理办法，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合同书》及其附件确定的工作任

务、研究目标、考核指标、经费预算，确保工作进度，严把工作质量。 

二、起草单位、复核单位和牵头单位按照经费性质分别填报相应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合同书（详

见附件 3、4），其中，经费类型 A类为国家药典委员会拨付课题经费，B 类为承担单位自行解决课

题经费。 

请于 2021年 3月 15日前，将电子版合同书按照类别发送至相应处室联系人邮箱。待审核通过

并告知你单位后，再请将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纸质版合同书按照类别寄送至相应处室。我委签署合同

后，将分送至相关单位。 

各处室联系人及方式如下： 

中药处： 

高  洁（010－67079627；gaojie@chp.org.cn） 

化药处： 

曾  熠（010－67079553；zengyi@chp.org.cn） 

生物制品处： 

赵  雄（010－67079598；zhaoxiong@chp.org.cn） 

业务综合处： 

王含贞（010－67079521；wanghanzhen@chp.org.cn）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邮编：100061）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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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0.jhtml


 

 

附件：  附件 1 2021年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课题目录（品种）.xlsx 

 附件 2 2021年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课题目录（通用技术要求）.xlsx 

 附件 3 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合同书（A类）.docx 

 附件 4 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合同书（B类）.docx 

 原件：关于做好 2021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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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0&i=0&t=1615772526949&k=bc1dbadecba9dde7fb97f66c9adb50d4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0&i=1&t=1615772526949&k=31c558313992e05394208505d7683c44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0&i=2&t=1615772526949&k=9850ee43f7c4c758d77cc0458c2f7e55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0&i=3&t=1615772526949&k=972f0ecc1e13f46f314988d794a97514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0&i=4&t=1615772526949&k=df2e51be9753074ac7f27d0ba2809057


 

关于征集 2021 年药用辅料标准提高课题研究用样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9.jhtml       时间: 2021-03-12 

  

各相关单位： 

  2021年我委拟继续开展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其中涉及部分药用辅料品种及方法类课题。

为增强药用辅料标准提高课题研究用样品的代表性，确保药用辅料标准的科学、合理和适用，充分

发挥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积极作用，现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公开征集药用辅料标准提高课题研究用样

品（目录见附件）。 

   请各相关辅料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配合提供符合要求的样品及有关资料，于 2021年 4月 20

日前邮寄或直接送至“样品寄送地址”,并与收样单位建立联系，以便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加强技

术沟通和交流，配合进行数据验证等。 

  请各有关协会在会员单位中广泛宣传，督促企业积极参与。我委将在网站公布提供样品及资料

的企业和协会名单，以示鼓励。 

  联系电话：010﹣67079521、67079566 

   

 

 
 

附件：  附件：2021年辅料课题样品征集信息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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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869.jhtml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869&i=0&t=1615773368467&k=2bd6196d543ad11412c990272ca12c6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创新药（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

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2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56cc94fcc7ba86b  发布日期:2021 年 03 月 12 日 

   为进一步配合《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关于创新药相关政策贯彻实施，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创新药（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

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3月 3 日 

 

 

附件 1 ：《创新药（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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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56cc94fcc7ba86b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b617da2c5d8d36c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4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d99367534022507  发布日期:2021 年 03 月 12 日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 年第 46号），为推进相关配

套规范性文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制定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

药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

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附件 1 ：中药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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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d99367534022507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88bf9870f81c534d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皮肤外用化学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23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6d020189a2609c   发布日期:2021 年 03 月 16 日 

为指导我国皮肤外用化学仿制药研发，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标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

中心组织制定了《皮肤外用化学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

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附件 1 ：皮肤外用化学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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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6d020189a2609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496cabd25043e288


 

关于氨丁三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87.jhtml             时间: 2021-03-19 

  

我委拟修订黑氧化铁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

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

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

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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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3月 19日 

附件：  黑氧化铁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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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87.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9/wKgBcWBPEu-ANdI9AANCnAaMHLg734.pdf?token=f9f787e8078e858a8688b9ee2c2a4984&ts=1615795101


 

关于硬脂富马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75.jhtml         时间: 2021-03-19 

  

我委拟修订硬脂富马酸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

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

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

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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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3月 19日 

附件：  硬脂富马酸钠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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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75.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A/wKgBcWBStEuAUclFAAE1WzZbfsI123.pdf?token=5183b416c6757221def378776b5b9f15&ts=1616033017


 

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化学药品国家标准提高研究用样品和资料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10.jhtml       时间: 2021-03-26 

  

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委已安排 2021 年度化学药品标准提高品种（见附件 1）。为保障国家标准的科学性和

适用性，充分发挥企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现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征集标准提高课

题研究用样品和资料（见附件 2）。请有关药品生产企业积极配合，按要求于 2021年 4月 30日前

将样品和资料寄至各品种相应的承担单位。 

 

 

 

附件：  附件 1：2021年度化学药品标准提高品种目录.xlsx 

 附件 2：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所需样品和资料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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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10.jhtml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910&i=0&t=1616983161130&k=ee87bf9534a599dc9164ec972021a537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910&i=1&t=1616983161130&k=c6442e270fb62c21a6976fe4fe5f1c8d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免疫原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21 年第 25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c25cc2cd1975e2  发布日期:2021 年 03 月 29 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药物免疫原性研究，为工业界、研究者及监管机构提供技术参考，在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药物免疫原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根据《国

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3月 5 日 

 

 

附件 1 ：药物免疫原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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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c25cc2cd1975e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f642e4de56b44ec1


 

关于氢化蓖麻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26.jhtml                时间: 2021-03-30 

  

我委拟修订氢化蓖麻油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

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

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

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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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3月 30日 

 

附件：  氢化蓖麻油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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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26.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C/wKgBcWBcLQaAYbXiAAR2T5Xvg-E780.pdf?token=493cdccc74dec4b10330db3e821e2857&ts=161665374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已上市中药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26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91f1b6ba0922d3b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02 日 

  为指导我国已上市中药药学的变更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标准，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

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已上市中药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

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日 

 

 

 

附件 1 ：已上市中药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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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91f1b6ba0922d3b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fe5a807ccd3b996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23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09152827114.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4月 09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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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4月 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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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09152827114.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7953296854001586.doc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1  
布林佐胺溴莫尼

定滴眼液 
Brinzolamide and 

Brimonidine Eye Drops 

5ml：布林佐胺
50mg和酒石酸
溴莫尼定 1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2  
盐酸米诺环素软

膏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Ointment/Periocline（派
丽奥） 

0.5g，每支注射
器 10mg（按
C23H27N3O7计） 

Sunstar INC.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3  卡巴胆碱注射液 
Carbachol Intraocular 
Solution/ Miostat 

0.01% 
Alcon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4  双氯芬酸钠凝胶 
Diclofenac Sodium 

Gel/Voltaren Arthritis 
Pain 

1%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5  
加巴喷丁口服溶

液 
Gabapentin Oral 

Solution/Neurontin 
250mg/5mL Upjohn US 1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6  
复方卡左双多巴

缓释胶囊 

Carbidopa and Levodopa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Rytary 

23.75 mg/95 mg 
Impax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7  
复方卡左双多巴

缓释胶囊 

Carbidopa and Levodopa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Rytary 

36.25 mg/145 
mg 

Impax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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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8  
复方卡左双多巴

缓释胶囊 

Carbidopa and Levodopa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Rytary 

48.75 mg/195 
mg 

Impax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9  
复方卡左双多巴

缓释胶囊 

Carbidopa and Levodopa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Rytary 

61.25 mg/245 
mg 

Impax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10  非达霉素片 
Fidaxomicin 

Tablets/Dificid 
200mg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11  
马来酸氟伏沙明

缓释胶囊 

Fluvoxamine Maleat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150mg 

Actavis Elizabeth 
LLC. 

国际公认的同种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12  
苯磺酸阿曲库铵

注射液 

Atracurium Besilate 

Injection/Tracrium 
2.5ml : 25mg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13  
苯磺酸阿曲库铵

注射液 
Atracurium Besilate 
Injection/Tracrium 

5ml : 50mg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14  他克莫司颗粒 
Tacrolimus Granules 

/Prograf 
0.2mg 

Astellas Pharm Tech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15  他克莫司颗粒 
Tacrolimus Granules 

/Prograf 
1mg 

Astellas Pharm Tech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16  普瑞巴林口崩片 
Pregabali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Lyrica 

25 mg 
Pfizer Japan Inc.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17  普瑞巴林口崩片 
Pregabali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Lyrica 

75 mg 
Pfizer Japan Inc.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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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18  普瑞巴林口崩片 
Pregabali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Lyrica 

150 mg 
Pfizer Japan Inc.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19  恩扎卢胺软胶囊 
Enzalutamide Soft 

Capsules/Xtandi（安可坦） 
40mg 

Astellas Pharma 

Europe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20  注射用比伐芦定 
Bivalirudin for 

Injection 
0.25g 

SciClone 
Pharmaceuticals 

Pty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21  
枸橼酸西地那非

口崩片 
Sildenafil Citrate 

Orodispersible Tablet 
50mg（按

C22H30N6O4S计） 
Pfizer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22  缬沙坦片 
Valsartan Film-Coated 

Tablets 
160mg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

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3  厄贝沙坦片 
Irbesartan Tablets/安博

维 
0.15g 

赛诺菲（杭州）制药
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4  
左氧氟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 

Levofloxacin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可乐

必妥 

50ml:左氧氟沙
星0.25g与氯化

钠 0.45g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
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5  
左氧氟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 

Levofloxacin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可乐

必妥 

100ml:左氧氟
沙星 0.5g 与氯

化钠 0.9g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
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6  普伐他汀钠片 
Pravastatin Sodium 

Tablets/ 
美百乐镇 

10mg 
第一三共制药（上海）

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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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27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8-24Ve）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8-24Ve） 

100ml∶大豆油
10g与中链甘油
三酸酯 10g； 

贝朗医疗（苏州）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8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8-24Ve）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8-24Ve） 

250ml:大豆油

25g与中链甘油
三酸酯 25g 

贝朗医疗（苏州）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29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50ml:15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0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200ml:74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1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50ml:18.5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2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100ml:37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3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100ml:30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4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30ml:9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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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35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200ml:60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6  碘帕醇注射液 
Iopamidol Injection/典

比乐 
30ml:11.1g（I）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7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100ml:10g（大
豆油）:1.2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8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100ml:20g（大
豆油）:1.2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39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100ml:30g（大
豆油）:1.2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0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250ml:25g（大
豆油）:3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1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250ml:50g（大
豆油）:3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2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250ml:75g（大
豆油）:3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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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0-43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500ml:100g（大
豆油）:6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4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14～24）/英脱利匹特 

500ml:50g（大

豆油）:6g（卵
磷脂）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5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

24）/力能 

250ml:大豆油
25g与中链甘油
三酸酯25g与卵

磷脂 3g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6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
24）/力能 

500ml:大豆油
25g与中链甘油

三酸酯25g与卵
磷脂 3g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7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

24）/力能 

500ml:大豆油
50g与中链甘油
三酸酯50g与卵

磷脂 6g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8  
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
24）/力能 

250ml:大豆油
12.5g与中链甘

油三酸酯 12.5g
与卵磷脂 1.5g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外原

研企业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药品 

原研地产

化 

40-49  
二甲磺酸利右苯

丙胺胶囊 

Lisdexamfetamine 
Dimesylate 

Capsules/Vyvanse 
20mg 

Shire Development 
In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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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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  醋酸乌利司他片 
Ulipristal Acetate 

Tablets/ Ella 
30mg 

Laboratoire HRA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51  
布立西坦口服溶

液 
Brivaracetam Oral 
Solution/Briviact 

10mg/ml UCB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52  左炔诺孕酮片 
Levonorgestrel 

Tablets/Plan B One-Step 
1.5mg 

Foundation 
Consumer 

Healthcar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40-53  奥拉帕利胶囊 
Olaparib 

Capsules/Lynparza 
5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4  注射用环磷酰胺 
Cyclophosphamide for 
Injection /Endoxan 

2g Baxter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5  甲氨蝶呤注射液 Methotrexate Injection 50mg/2ml Hospira UK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6  
培哚普利氨氯地

平片（I） 

Perindopril arginine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I）/Coveram 

每片含精氨酸
培哚普利5mg和
苯磺酸氨氯地
平（以氨氯地平

计）5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7  
阿格列汀二甲双

胍片 

Alogliptin Metformin 

Tablets/Vipdomet 

阿格列汀
12.5mg，盐酸二

甲双胍 850mg 

Takeda Pharma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8  
ω-3鱼油中/长链
脂肪乳注射液 

ω-3 Fish Oi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 
100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59  
ω-3鱼油中/长链
脂肪乳注射液 

ω-3 Fish Oi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 
250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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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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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  
格隆溴铵吸入粉
雾剂用胶囊 

Glycopyrron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Hard Capsules 

50μg（以
C19H28NO3计）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61  
阿立哌唑长效肌

肉注射剂 

Aripiprazole Powder and 

Solvent for 
Prolonged-release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 

300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62  
阿立哌唑长效肌

肉注射剂 

Aripiprazole Powder and 
Solvent for 

Prolonged-release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 

400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0-63  
醋酸戈舍瑞林缓

释植入剂 

Goserelin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Depot/ Zoladex（诺雷得） 

3.6mg/支（以戈
舍瑞林计） 

AstraZeneca UK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64  
醋酸戈舍瑞林缓

释植入剂 
Goserelin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Depot 
10.8mg/支 

AstraZeneca UK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40-65  
醋酸戈舍瑞林缓

释植入剂 
Goserelin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Depot 
3.6mg/支（以戈
舍瑞林计） 

AstraZenec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66  
醋酸戈舍瑞林缓

释植入剂 
Goserelin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Depot 
10.8mg/支（以
戈舍瑞林计） 

AstraZenec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0-67  
地塞米松眼用植
入剂（用于泪小

管） 

Dexamethasone 
Ophthalmic Insert for 

Intracanalicular 
Use/Dextenza 

0.4mg 
Ocular Therapeutix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
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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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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4 卡托普利片 Captopril Tablets 25mg 

Bristol-Myers 
Squibb S.r.l./ 

Bristol-Myers 
Squibb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
商：

Bristol-M
yers 

Squibb，不
限定商品
名。 

10-256 盐酸厄洛替尼片 
Erlotinib Hydrochloride 

Tablets/Tarceva 
100mg 

Roche Registration 
Limited/ Roche 

Registration GmbH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
更，增加持
证商Roche 
Registrat
ion GmbH 

10-257 盐酸厄洛替尼片 
Erlotinib Hydrochloride 

Tablets/Tarceva 
150mg 

Roche Registration 
Limited/ Roche 

Registration GmbH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
更，增加持
证商Roche 
Registrat
ion GmbH 

22-331 
曲氟尿苷替匹嘧

啶片 

Trifluridine and 
Tipiracil Hydrochloride 

Tablets/Lonsurf 

每片含曲氟尿
苷 15mg 和盐酸

替匹嘧啶
7.065mg 

大鹏药品工业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
名称修订
为“曲氟

尿苷替匹
嘧啶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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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2-332 
曲氟尿苷替匹嘧

啶片 

Trifluridine and 
Tipiracil Hydrochloride 

Tablets/Lonsurf 

每片含曲氟尿
苷 20mg 和盐酸

替匹嘧啶

9.42mg 

大鹏药品工业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
名称修订
为“曲氟
尿苷替匹

嘧啶片” 

22-252 麦考酚钠肠溶片 
Mycophenolat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Myfortic（米芙） 

180mg 
Novartis Pharma 
GmbH/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持证商变
更，增加持

证商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23-197 
依折麦布瑞舒伐

他汀钙片 

Ezetimibe Rosuvastatin 
Calcium Film-Coated 

Tablet 

依折麦布 10mg/
瑞舒伐他汀

10mg 

Sanofi-Aventis, 
S.R.O.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不限定商
品名 

23-198 
依折麦布瑞舒伐

他汀钙片 

Ezetimibe Rosuvastatin 
Calcium Film-Coated 

Tablet 

依折麦布 10mg/
瑞舒伐他汀

20mg 

Sanofi-Aventis, 
S.R.O.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不限定商
品名 

27-503 
枸橼酸莫沙必利

散 
Mosapride Citrate 

Hydrate Powder/Gasmotin 
1%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规格更新
为 1%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
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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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指导

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ec7545517d001c4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2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

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指导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

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 

  联系人：韩鸿璨 任曼茹 

  联系方式：hanhc@cde.org.cn，renmr@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2 日 

 

 

附件 1 ：《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4 ：《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5 ：《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6 ：《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7 ：《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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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b74d4e23e1fb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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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5866a861981f81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f7b3b14ecdcd166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b7f7933bc959985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f86b4a784809f954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8237627f8df36c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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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辛伐他汀片（Simvastatin Tablets）用于治疗高脂血症、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等，主要成分

为辛伐他汀。辛伐他汀是一种前药，给药后水解为活性形式β-羟基酸，即辛伐他汀酸。 

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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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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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可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也可采用部分重复交叉设计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开展

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酸。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辛伐他汀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性评价的指标，辛伐他汀酸的 Cmax、AUC0-t和 AUC0-∞

用于进一步支持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几何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应

在 80.00%-125.00%范围内；若采用部分重复交叉设计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具体评价标准参照《高变异

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八）其他 

待测物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酸之间存在较高的转化风险，建议在提交的资料中报告为避免两种待测

物转化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两种待测物转化程度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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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

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

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Simvastatin. 2008.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辛伐他汀片说明书. 2019.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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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2018.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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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

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辛伐他汀片（Simvastatin Tablets）用于治疗高脂血症、冠心病合并高胆

固醇血症等，主要成分为辛伐他汀。辛伐他汀是一种前药，给药后水解为活性形

式β-羟基酸，即辛伐他汀酸。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为进一步规范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

以期为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类型、受试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效性

评价、其他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

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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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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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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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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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氯氮平片（Clozapine Tablets）目前主要用于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主

要成份为氯氮平。食物对氯氮平片的生物利用度无明显影响，在空腹或餐后状态

服用均可。 

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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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

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稳态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两周期间可不设置洗脱期。 

（二）受试人群 

精神分裂症患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统一给药剂量：100 mg/次，每 12小时 1次。 

经评估无法采用日剂量 200 mg时，也可采用日剂量 50 mg的倍数。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稳态给药期间的吸收、分布及消除相。同

时，给药前血样应包括至少 3个谷浓度样本，这些样本应在每个周期的最后三天

内收集以确保在每个研究周期有稳定的血药浓度水平。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氯氮平。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ss、AUC0-τ,ss的几何均值比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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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波动度的相似性，以及密集采样前的谷浓度是

否已达到稳态水平。 

（八）其他 

1. 应谨慎采用个体化给药剂量。生物等效性研究前经合理论证后确实无法

对所有受试者采用统一给药剂量时，应在方案中提前规定具体给药方法及合理的

药代动力学参数计算方法。如果采用个体化给药剂量，建议事先与监管机构沟通。 

2. 研究前应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管理计划和措施，保障受试者安全。 

3. 建议患者在密集采样当天至少给药前 10小时和给药后4小时保持空腹状

态。 

4. 在研究方案中可规定合并用药种类。如实记录研究过程中的合并用药，

并对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合并用药进行详细评估。 

5. 稳态生物等效性研究中药代动力学参数定义： 

Cmin,ss：最小稳态血药浓度 

Cmax,ss：最大稳态血药浓度 

Cav,ss：平均稳态血药浓度 

AUC0-τ,ss：达稳态后，任意一个给药时间间隔（τ）的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下面积 

DF：波动度（degree of fluctuation），DF=（Cmax,ss-Cmin,ss）/ Cav,ss*100%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 25 mg 和 50 mg 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

究：（1）100 mg 规格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介质中

的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氯氮平片说明书. 2020.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氯氮平片说明书. 2020.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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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Clozapi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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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

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氯氮平片生物

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氯氮平片主要成分为氯氮平，食物对氯氮平片的生物利用度无明显影

响，在空腹或餐后状态服用均可。 

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一标准或共识建议。为进一

步规范氯氮平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

以期为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

则制修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

初稿并组织召开改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

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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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旨在为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

包括研究设计、受试者选择、给药剂量、生物样品采集及分析、生物

等效性评价、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等。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

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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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

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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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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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富马酸喹硫平片（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

症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主要成份为喹硫平。进食对喹硫平的生物利

用度无明显影响。 

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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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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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

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富马酸喹硫平片的规格有 25 mg、50 mg、100 mg、150 mg、200 mg、300 mg。

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建议采用 25 mg 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喹硫平。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的几何均

值比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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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建议参考《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 

2. 研究前应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管理计划和措施，保障受试者安全。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1.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 50 mg、100 mg、150 mg、200 mg、300 mg

规格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25 mg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

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介质中的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

相似。 

2. 若申报的多个规格制剂中，有部分规格制剂与开展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规

格制剂的处方比例不相似时，还需进一步在患者人群中开展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

稳态条件下生物等效性研究（给药剂量建议选择临床常用有效剂量）。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富马酸喹硫平片说明书. 2020.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富马酸喹硫平片说明书. 2020. 

3.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富马酸喹硫平片说明书. 201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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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8. 

7.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Quetiapine Fumarat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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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

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富马酸喹硫平片主要成分为喹硫平，进食对喹硫平的生物利用度无明显影响。 

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一标准或共识建议。为进一步规范

富马酸喹硫平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富

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富马酸喹硫平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

容包括研究设计、受试者选择、给药剂量、生物样品采集及分析、生物等效性评

价、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等。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

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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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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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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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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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四项

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4e5decc529b3a116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2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四项技术指导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

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 

  联系人：王玉珠 任曼茹 

  联系方式：wangyzh@cde.org.cn，renmr@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2 日 

附件 1 ：《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甲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4 ：《甲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5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6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7 ：《甲氨碟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8 ：《甲氨碟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9 ：《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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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e5ba777dccf18ff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bb06de9389c783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eab1bcaab1cc6da5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b4a5fc2b517abec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ac3a26008cfcbcf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c6588bc5154dda1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f165ecb51ad71c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d0c0dc7a9691751c


附件 1: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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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盐酸厄洛替尼片（Erlotinib Hydrochloride Tablets）单药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

因具有敏感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包括一线治疗、维持治疗，

或既往接受过至少一次化疗进展后的二线及以上治疗。主要成分为盐酸厄洛替尼。根据原研说明书，本

品应空腹服用（至少在饭前 1 小时或饭后 2小时服用）。 

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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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

和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 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

行空腹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 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 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 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 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应包含吸收、分布、消除相。 

（六） 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厄洛替尼。 

（七） 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厄洛替尼的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Cmax、AUC0-t、

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80.00%，且不超过125.00%。 

（八） 其他 

受试者应在研究期间避免性生活或采取有效避孕措施。女性受试者应为非孕期和非哺乳期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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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

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盐酸厄洛替尼片说明书. 2018.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Erlotinib Hydrochloride. 2008. 

3.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盐酸厄洛替尼片说明书. 2016.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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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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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

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盐酸厄洛替尼片（Erlotinib Hydrochloride Tablets）的主要成分为盐酸

厄洛替尼。食物可显著提高本品的生物利用度，达到几乎100%。根据原研说明书，

本品应空腹服用（至少在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服用）。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

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

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

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

包括研究类型、受试者选择、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

等效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

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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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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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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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s）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

晚期肾细胞癌、无法手术或远处转移的肝细胞癌和局部复发或转移的进展性的放

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主要成份为甲苯磺酸索拉非尼。根据原研说明书，

本品用法为空腹或伴低脂、中脂饮食服用。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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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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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进行空腹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可以采用两制剂、两

周期、两序列交叉试验设计，亦可采用部分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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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 0.2g 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应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索拉非尼。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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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索拉非尼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 

如果采用两交叉试验设计，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

过 125.00%。 

如果采用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试验设计，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建议参照《高

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0.2g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说明书. 2017.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Sorafenib 

Tosylate. 2012. 

3.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orafenib film-coated tablets 200 mg 

product-specific bioequivalence guidance. 2021.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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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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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s）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

晚期肾细胞癌、无法手术或远处转移的肝细胞癌和局部复发或转移的进展性的放

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主要成份为甲苯磺酸索拉非尼。根据原研说明书，

本品用法为空腹或伴低脂、中脂饮食服用。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

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

内容包括研究类型、受试者选择、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

生物等效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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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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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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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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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Afatinib Dimaleate Tablets）主要用于治疗具有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既往未接受过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含铂化疗期间或化疗后疾病进展

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组织学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主要成份为马来

酸阿法替尼。根据原研说明书，本品不应与食物同服，在进食后至少 3小时或进

食前至少 1小时服用本品。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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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行空腹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

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应包含吸收、分布、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阿法替尼。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阿法替尼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

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

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八）其他 

受试者应在研究期间避免性生活或采取有效避孕措施。女性受试者应为非孕

期和非哺乳期的女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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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最高规

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

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吉泰瑞®/英文：GIOTRIF®）说

明书. 2020.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Afatinib 

dimaleate. 2015.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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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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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

物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征求专家意见等过程，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主要成份为马来酸阿法替尼。根据原研说明书，本品不应

与食物同服，在进食后至少3小时或进食前至少1小时服用本品。目前，我国尚无

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

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

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药审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

制/修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形成初稿，于 2021年 3月组织召开

改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

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

容包括研究类型、受试者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

物等效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等。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

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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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

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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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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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甲氨蝶呤片（Methotrexate Tablets）主要用于治疗各型急性白血病和自身

免疫性疾病等。主要成份为甲氨蝶呤。 

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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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

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行空腹和餐后条件下单次给

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建议采用患者作为受试者。 

如果采用健康受试者，须关注伦理问题，并与临床医生、研究者和伦理专家

等讨论确定研究方案，包括受试者入排标准、给药剂量和周期、采血时长、评价

指标和评价标准等。 

（三）给药剂量 

如果采用患者作为受试者，需与临床和临床药理学等专家讨论相关问题。 

如果采用健康受试者，建议选择 2.5mg 单剂给药。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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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健康受试者单次给药开展生物等效性研究时，建议合理设

计设定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甲氨蝶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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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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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健康受试者单次给药开展生物等效性研究时，建议以甲氨

蝶呤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

制剂的 Cmax、AUC0-t、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

且不超过 125.00%。 

（八）其他 

1. 本品具有“胚胎毒性，过敏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需在试验开始前制

定风险管控计划。建议选择没有生育计划的受试者进行研究。 

2. 研究者须关注本品说明书中的黑框警告、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等。 

3. 采用患者受试者开展研究时，如果经临床专家等评估和确认，无法开展

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时，可与监管部门沟通。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当前仅上市 2.5mg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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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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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

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经中心内部讨论、征求专家意见等过程，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背景和目的 

甲氨蝶呤片主要成份为甲氨蝶呤，主要用于治疗各型急性白血病和自身免疫

性疾病等。2020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等联合发文《关于印发国家短缺药品

清单的通知》（国卫办药政发〔2020〕25 号）中甲氨蝶呤注射剂为国家短缺药

品之一。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甲氨

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甲氨蝶呤片生

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药审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

制修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形成初稿，于 2021 年 3 月组织召开

专家咨询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

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类型、受试者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效

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等。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

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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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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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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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

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f7254f6aa60eac7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2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指导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

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 

  联系人：周誉 任曼茹 

  联系方式：zhouy@cde.org.cn，renmr@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2日 

 

 

 

附件 1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4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5 ：《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6 ：《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7 ：《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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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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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依巴斯汀片（Ebastine Tablets）主要用于伴有或不伴有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性鼻炎（季节性和常

年性）、慢性特发性荨麻疹的对症治疗。主要成分为依巴斯汀，口服给药后，依巴斯汀被快速吸收，并

在肝脏中代谢为活性代谢产物卡瑞斯汀（Carebastine）。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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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依巴斯汀及其活性代谢产物卡瑞斯汀。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卡瑞斯汀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性评价的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

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依巴斯汀的 Cmax、AUC0-t和 AUC0-∞用于进一步支持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10mg 规格，本项目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依巴斯汀片说明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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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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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4.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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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

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依巴斯汀片（Ebastine Tablets）主要成分为依巴斯汀，口服给药后，依巴

斯汀被快速吸收，并在肝脏中代谢为活性代谢产物卡瑞斯汀（Carebastine）。 

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依巴斯汀

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依巴斯汀片生物等

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类型、受试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效性

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等。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

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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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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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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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Propofo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是一种烷基酚类短效静脉用全麻药，脂溶性高，易于透过

血脑屏障，起效迅速，临床上用于（1）成人和 1 个月以上儿童的全身麻醉诱导

和维持；（2）成人和 1个月以上儿童诊断性操作和手术过程中的镇静，可单独使

用也可与局部麻醉或区域麻醉联用；（3）16 岁以上重症监护患者辅助通气治疗

时的镇静。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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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生物等

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方法 

建议采用 30 μg/kg/min 的给药速率缓慢静脉输注，持续给药 30 min。 

（四）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以充分表征本品药代动力学特征。 

（五）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丙泊酚。 

（六）生物等效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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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七）其他考虑 

1.输注过程中需由麻醉医生在现场进行监护和必要的干预。 

2.研究过程中应监测脑电双频指数（BIS），并提交 BISAUC、BISmin、t-BISmin

结果。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装量不同但浓度相同的丙泊酚中/长链脂肪

乳注射液：（1）完成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

格制剂的处方工艺一致。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说明书. 2020.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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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Propofol

（Injectable/Injection）. 2016. 

5.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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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丙泊酚中/长链脂

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

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

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主要成分为丙泊酚，是一种烷基酚类短效静

脉用全麻药，脂溶性高，易于透过血脑屏障，起效迅速。 

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丙泊酚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

为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

修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

改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

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

指导，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类型、受试人群、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

物等效性评价以及豁免等。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

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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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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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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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盐酸贝那普利片（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Tablets），用于治疗各期高

血压、充血性心力衰竭，作为对洋地黄和/或利尿剂反应不佳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病人（NYHA分级Ⅱ-Ⅳ）的辅助治疗。贝那普利在体内水解为活性代谢产物贝那

普利拉。 

盐酸贝那普利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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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生物等

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贝那普利及其活性代谢产物贝那普利拉。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贝那普利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性评价的指标，生物等

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 90%置

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贝那普利拉的 Cmax、AUC0-t和 AUC0-∞用于进一步支持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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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申

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介质中体外

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盐酸贝那普利片说明书.2012.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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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2018. 

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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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

等效性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盐酸贝那普利片（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Tablets）在体内水解为活性

代谢产物贝那普利拉。 

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盐酸贝那

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盐酸贝那普利

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

订计划。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于 2021 年 3 月形成初稿并组织召开改

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

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

包括研究类型、受试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

效性评价以及豁免等。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

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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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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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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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等两项技术指

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5af6c2d2c809588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2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等两项技术指导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

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 

 联系人：李丽 任曼茹 

 联系方式：lil@cde.org.cn，renmr@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2 日 

 

附件 1 ：《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4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5 ：《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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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a5af6c2d2c809588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707cbc2b5d631d95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0adfac216befdbfa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1de2ad10e19e12a4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ad9d249dfd94c3e9


附件 1：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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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依折麦布片（Ezetimibe Tablets）是一种选择性肠胆固醇吸收抑制剂，主要成份依折麦

布在人体内广泛结合成具药理活性的酚化葡萄糖苷酸（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血浆中依折麦

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清除较为缓慢，提示有明显肠肝循环。 

依折麦布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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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

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可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也可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

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 10 mg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 

（五）血样采集 

血浆中依折麦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达峰时间不同，建议适当增加采血点，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依折麦布和总依折麦布（依折麦布+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若选择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应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依折麦布和总依折

麦布（依折麦布+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 Cmax、AUC0-t、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

区间应在 80.00%~125.00%范围内；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具体统计方法和评价标准参照《高变

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三、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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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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10 mg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依折麦布片说明书. 2019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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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Ezetimibe. 2008 

6.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zetimibe tablet 10mg product-specific 

bioequivalence guidanc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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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

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品

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

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依折麦布片的主要成份为依折麦布，其在人体内广泛结合成具药理活性的酚化葡萄糖苷酸

（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血浆中依折麦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清除较为缓慢，

提示有明显肠肝循环。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依折

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药审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订计划。

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形成初稿，于 2021 年 3 月组织召开改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

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类型、受

试者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效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性研究

豁免。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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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

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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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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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Clopidogrel Bisulfate Tablets）是一种血小板聚集抑制剂，临床

上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以减少缺血事件。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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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

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可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也可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

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 

（五）血样采集 

建议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氯吡格雷。 

血浆中代谢物（如氯吡格雷羧酸衍生物）可能影响原形药物定量，因此分析检测过程中应

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代谢物回复转化为原形药物。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若选择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应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氯吡格雷的 Cmax、

AUC0-t、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应在 80.00%~125.00%范围内；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

具体统计方法和评价标准参照《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

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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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说明书. 2018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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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8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Clopidogre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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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构建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

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

论并征求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是一种血小板聚集抑制剂，临床上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以减少缺血事

件。氯吡格雷在血浆中代谢物（如氯吡格雷羧酸衍生物）可能影响原形药物定量，因此分析检

测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代谢物回复转化为原形药物。目前，我国尚无本品生物等效性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规范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

指导原则，以期为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纳入了药审中心 2021 年指导原则制修订计划。

核心工作组成员经充分研究后形成初稿，于 2021 年 3 月组织召开改稿会，结合参会专家意见

以及中心内部反馈意见，并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技术指导，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类

型、受试者人群、给药剂量、给药方法、血样采集、检测物质、生物等效性评价以及生物等效

性研究豁免。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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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

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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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___________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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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行《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护人管理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89.jhtml                 时间: 2021-04-12 

  

各有关单位： 

在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版《中国药典》已正式实施。药包材作为药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国药典》标准受到药包材及药品的研发、生产、使用、审评和监管各方的广泛关注。

为确保相关标准的正确执行和持续改进，国家药典委员会特对《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实行“品种

监护人”管理。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品种监护人的职责 

（一）及时解答《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实验操作方面的咨询，确保标准的正确执行。 

（二）收集各方对《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的意见，跟进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研究进展及行业

动态，配合完成标准评估，及时提出标准修订建议。 

二、品种监护人的确定 

（一）国家药典委员会根据相关标准特点和各单位经验，将 2020年版《中国药典》药包材

标准逐一落实到负责单位。 

（二）各标准负责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将每个标准逐一落实到具体负责人，承担“品种监护

人”的相应职责。 

《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见附件。根据品种及监护人的变化情况，

将及时公布更新版本。 

三、其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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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89.jhtml


 

各有关单位在执行《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中，对实验操作有疑问的，可与“品种监

护人”联系咨询；对标准有修订意见和建议的，可书面反馈国家药典委员会。 

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 号楼 

邮    编：100061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包材标准工作 

联系电话：010－67079620、67079566 

联系邮箱：421@chp.org.cn 

  

附件：《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 年 4月 9日 

 

 

 

 

附件：  关于实行《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护人管理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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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989&i=0&t=1618277166421&k=212e79264d92c8533a5ab3bc43fccb65


 

 

附件:《中国药典》药包材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 

  

标准名称 
负责

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4001 121℃

玻璃颗粒

耐水性测

定法 

中国

食品

药品

检定

研究

院 

010-67095110 rayradix@126.com 

4002 包装

材料红外

光谱测定

法 

上海

食品

药品

包装

材料

测试

所 

021-50798250 xujun@shpmcc.com 

4003 玻璃

内应力测

定法 

中国

食品

药品

检定

研究

院 

010-67095110 rayradix@126.com 

4004 剥离

强度测定

法 

国家

局药

品包

装材

料科

研检

测中

心 

021-51320213 zhangyilansh@163.com 

4005 拉伸

性能测定

法 

国家

局药

品包

装材

料科

021-51320213 zhangyilansh@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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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称 
负责

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研检

测中

心 

4006 内表

面耐水性

测定法 

中国

食品

药品

检定

研究

院 

010-67095110 rayradix@126.com 

4007 气体

透过量测

定法 

上海

食品

药品

包装

材料

测试

所 

021-50798250 xujun@shpmcc.com 

4008 热合

强度测定

法 

国家

局药

品包

装材

料科

研检

测中

心 

021-51320213 zhangyilansh@163.com 

4009 三氧

化二硼测

定法 

中国

食品

药品

检定

研究

院 

010-67095110 rayradix@126.com 

4010 水蒸

气透过量

测定法 

上海

食品

药品

包装

材料

测试

所 

021-50798250 xujun@shpmcc.com 

4011 药包 山东 0531-82682901 liuchenghu51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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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称 
负责

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材急性全

身毒性测

定法 

省医

疗器

械和

药品

包装

检验

研究

院 

4012 药包

材密度测

定法 

上海

食品

药品

包装

材料

测试

所 

021-50798250 xujun@shpmcc.com 

4013 药包

材溶血检

查法 

山东

省医

疗器

械和

药品

包装

检验

研究

院 

0531-82682901 liuchenghu510@163.com 

4014 药包

材细胞毒

性检查法 

山东

省医

疗器

械和

药品

包装

检验

研究

院 

0531-82682901 liuchenghu510@163.com 

4015 注射

剂用胶塞、

垫片穿刺

力测定法 

国家

局药

品包

装材

料科

研检

021-51320213 zhangyilansh@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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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称 
负责

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测中

心 

4016 注射

剂用胶塞、

垫片穿刺

落屑测定

法 

国家

局药

品包

装材

料科

研检

测中

心 

021-51320213 zhangyilansh@163.com 

9621 药包

材通用要

求指导原

则 

国家

药典

委员

会 

010-67079620 

010-67079566 
421@chp.org.cn 

9622 药用

玻璃材料

和容器指

导原则 

国家

药典

委员

会 

010-67079620 

010-67079566 
421@chp.org.cn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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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55bfebe1f4601d86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3 日 

 为鼓励以我国儿科临床需求为导向，根据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儿科临床实践需要，开发儿童用化

学药品改良型新药，在已发布的《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基础上，药审中心起

草了《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经征求中心内部各相关专业及部分研发单

位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

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邮箱： 

   联系方式：zhanghao@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3 日 

 

 

附件 1 ：《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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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55bfebe1f4601d8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c1e768321ab8bd61


 

关于尿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91.jhtml              时间: 2021-04-13 

  

我委拟修订尿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用辅

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

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

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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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4月 13日 

 

 

 

附件：  尿素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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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99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BF/wKgBcWBtN1WAatVoAAQC18r_gr0931.pdf?token=ea93971be397598b64d46c1dc9dea0b9&ts=161777050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用于产生真实世界证据的真实世界数据指导原

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27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aed86b800e8d9d9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15 日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申办者利用真实世界数据生成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药审中心组织制定

了《用于产生真实世界证据的真实世界数据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

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13日 

 

 

 

附件 1 ：《用于产生真实世界证据的真实世界数据指导原则（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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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aed86b800e8d9d9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0e208b282a448d4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帕妥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

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28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fd57d450721e9d4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22 日 

   为鼓励生物类似药研发，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帕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终点选择，提

供可参考的技术规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帕妥珠单抗注射液生

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

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21 日 

 

 

 

 

 

附件 1 ：《帕妥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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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fd57d450721e9d4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3c1ecabd699aa22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托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的通告（2021 年第 29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1b7292470c2d5c54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22 日 

  为鼓励生物类似药研发，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托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终点选择，提供可

参考的技术规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托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

临床试验指导原则》（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

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21 日 

 

 

附件 1 ：托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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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1b7292470c2d5c54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2af362ed47579a41


 

关于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国家药品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001.jhtml                   时间: 2021-04-26 

 

我委拟制定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现将拟制定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

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

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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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4月 26日 

 

 

 

附件：  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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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00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1/wKgBcWB_0YuAZDYYAA9jbZj5eKs854.pdf?token=189439a9d948482ae7d22fee9cd6103d&ts=1618989625


 

关于公布《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第二

版）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76.jhtml                   时间: 2021-04-26 

 

为及时解答各方对《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的咨询，2020年 6月我委发出了《关于实

行<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品种监护人管理的通知》

（www.chp.org.cn/gjydw/tz/15246.jhtml）。截至目前，各“品种监护人”单位已累计接受

电话及邮件咨询 500余份，有效地确保了标准的正确执行及持续完善。 

近期因部分“品种监护人”联系电话和邮箱有变更，我委特发布《中国药典》药用辅料

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第二版），见附件。各有关单位在执行《中国药典》药用辅

料标准中，对实验操作有疑问的，可与“品种监护人”联系咨询；对标准有修订意见和建议

的，可书面反馈国家药典委员会。 

  

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 

邮编：100061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料标准工作 

联系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邮箱：475@chp.org.cn 

 

 
 

附件：  《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第二版）.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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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5976.jhtml
mailto:475@chp.org.cn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976&i=0&t=1619487617737&k=d08ea9bd1af27a3d0008c44e5e6c363a


 

《中国药典》药用辅料标准“品种监护人”联系方式（第二版） 

序号 品种名称 
负责单

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1 DL-酒石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3 zhangzhe-bidc@yjj.beijing.gov.cn  

2 DL-苹果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3 D-木糖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4 L-酒石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3 zhangzhe-bidc@bjfda.gov.cn 

5 L-苹果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6 
阿尔法环糊

精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7 
阿拉伯半乳

聚糖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8 阿拉伯胶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9 
阿拉伯胶喷

干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0 阿司帕坦 

山西省

食品药

品检验

所 

18636927797、18603458685 339097589@qq.com  

11 桉油精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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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angzhe-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zhangzhe-bidc@bjfda.gov.cn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339097589@qq.com


 

12 氨丁三醇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13 巴西棕榈蜡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14 白凡士林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5 白蜂蜡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16 白陶土 

吉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431-80833262 2102720396@qq.com 

17 薄荷脑 

浙江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71-87180345 pjqyjp197060@126.com 

18 倍他环糊精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19 苯甲醇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 苯甲酸 

湖北省

药品监

督检验

研究院 

027-87705260 397262414@qq.com  

21 苯甲酸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2 苯氧乙醇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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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332410419@qq.com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80245714@qq.com


 

23 苯扎氯铵 

上海市

食品药

品包装

材料测

试所 

021-38839700-51330 zhouyaju@shpmcc.com  

24 苯扎溴铵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5 冰醋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6 丙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27 丙二醇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8 
丙二醇（供

注射用）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9 

丙交酯乙交

酯共聚物

（5050）（供

注射用）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0 

丙交酯乙交

酯共聚物

（7525）（供

注射用）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1 

丙交酯乙交

酯共聚物

（8515）（供

注射用）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2 丙酸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141023662@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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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1141023662@qq.com


 

33 

丙烯酸乙酯

-甲基丙烯

酸甲酯共聚

物水分散体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34 
泊洛沙姆

188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5 
泊洛沙姆

407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6 
肠溶明胶空

心胶囊 

浙江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71-86456586、13857171859 ybc@zjyj.org.cn 

37 纯化水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38 醋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39 醋酸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40 

醋酸羟丙甲

纤维素琥珀

酸酯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41 醋酸纤维素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42 大豆磷脂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43 

大豆磷脂

（供注射

用）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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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ybc@zjyj.org.cn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44 大豆油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45 
大豆油（供

注射用）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46 
单双硬脂酸

甘油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47 单糖浆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wujingfang325@126.com  

48 
单亚油酸甘

油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49 
单硬脂酸乙

二醇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50 
单油酸甘油

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51 胆固醇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liyue_1013@126.com  

52 蛋黄卵磷脂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53 

蛋黄卵磷脂

（供注射

用）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54 
低取代羟丙

纤维素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55 
淀粉水解寡

糖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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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wujingfang325@126.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wujingfang325@126.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sunhm@126.com,liyue_1013@126.com
mailto:sunhm@126.com,liyue_1013@126.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56 
丁基羟基苯

甲醚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57 丁烷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8238536@qq.com 

58 丁香酚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695509762@qq.com；365153130@qq.com 

59 丁香茎叶油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695509762@qq.com；583566227@qq.com 

60 丁香油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695509762@qq.com；583566227@qq.com 

61 对氯苯酚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62 
二丁基羟基

甲苯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63 二甲硅油 

上海市

食品药

品包装

材料测

试所 

021-50798236 wangrongjia@shpmcc.com 

64 二甲基亚砜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65 二甲醚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8238536@qq.com 

66 二氧化硅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4939810@qq.com 

67 二氧化钛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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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88238536@qq.com
mailto:695509762@qq.com锛?65153130@qq.com
mailto:695509762@qq.com锛?83566227@qq.com
mailto:695509762@qq.com锛?83566227@qq.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88238536@qq.com
mailto:1318667519@qq.com


 

68 二氧化碳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8238536@qq.com 

69 粉状纤维素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70 富马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7 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71 伽马环糊精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com  

72 甘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73 甘油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74 
甘油（供注

射用）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75 甘油磷酸钙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76 甘油三乙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77 橄榄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78 共聚维酮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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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88238536@qq.com
mailto: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sunyinghua77@aliyun.com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xiao341@126.com


 

79 枸橼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7 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80 枸橼酸钠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81 
枸橼酸三乙

酯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82 
枸橼酸三正

丁酯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83 谷氨酸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84 瓜尔胶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85 硅酸钙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86 硅酸镁铝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87 硅藻土 

湖北省

药品监

督检验

研究院 

027-87705260 36408412@qq.com 

88 果胶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89 果糖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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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36408412@qq.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90 海藻酸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91 海藻酸钠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92 海藻糖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93 黑氧化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94 红氧化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95 糊精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liyi851222@163.com  

96 琥珀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97 花生油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98 滑石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4939810@qq.com 

99 环甲基硅酮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00 环拉酸钠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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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iyi851222@163.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


 

101 黄凡士林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02 黄氧化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03 黄原胶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104 

混合脂肪酸

甘油酯（硬

脂）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105 
活性炭（供

注射用）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06 己二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107 甲基纤维素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08 间甲酚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4939810@qq.com 

109 碱石灰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10 交联聚维酮 

山西省

食品药

品检验

所 

18636865888、18603458685 68442797@qq.com 

111 
交联羧甲基

纤维素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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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68442797@qq.com


 

112 胶囊用明胶 

浙江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71-86456586、13857171859 ybc@zjyj.org.cn 

113 
胶态二氧化

硅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4939810@qq.com 

114 焦糖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com  

115 焦亚硫酸钠 

上海市

食品药

品包装

材料测

试所 

021-50798236 wangrongjia@shpmcc.com 

116 精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117 酒石酸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3 zhangzhe-bidc@yjj.beijing.gov.cn 

118 
聚丙烯酸树

脂Ⅱ 

连云港

万泰医

药材料

有限公

司、安徽

省食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518-85111516、0518-85111510、

0551-63358051 

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

1536838165@qq.com  

119 
聚丙烯酸树

脂Ⅲ 

连云港

万泰医

药材料

有限公

司、安徽

省食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518-85111516、0518-85111510、

0551-63358051 

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

1536838165@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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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bc@zjyj.org.cn
mailto:949319255@qq.com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120 
聚丙烯酸树

脂Ⅳ 

连云港

万泰医

药材料

有限公

司、安徽

省食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518-85111516、0518-85111510、

0551-63358051 

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

1536838165@qq.com  

121 
聚甲丙烯酸

铵酯Ⅰ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120918072@qq.com  

122 
聚甲丙烯酸

铵酯Ⅱ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120918072@qq.com  

123 聚卡波菲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24 聚葡萄糖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com 

125 
聚山梨酯

2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myxwj2007@163.com 

126 
聚山梨酯

4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myxwj2007@163.com 

127 
聚山梨酯

6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myxwj2007@163.com 

128 
聚山梨酯

8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myxwj2007@163.com 

129 
聚山梨酯

80（II）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30 聚维酮 K30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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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mailto:2541975620@qq.com、244173997@qq.com、1536838165@qq.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131 聚氧乙烯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132 

聚氧乙烯

（35）蓖麻

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133 

聚氧乙烯

（40）氢化

蓖麻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134 

聚氧乙烯

（50）硬脂

酸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135 

聚氧乙烯

（60）氢化

蓖麻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136 
聚氧乙烯油

酸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503388748@qq.com 

137 
聚乙二醇

10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38 
聚乙二醇

15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39 

聚乙二醇

300（供注射

用）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40 
聚乙二醇

4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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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141 

聚乙二醇

400（供注射

用）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42 
聚乙二醇

40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43 
聚乙二醇

6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44 
聚乙二醇

6000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songxs@qq.com 

145 聚乙烯醇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146 
卡波姆共聚

物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47 
卡波姆间聚

物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48 
卡波姆均聚

物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49 壳聚糖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50 可可脂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151 可溶性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liyi851222@163.com  

152 可压性蔗糖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com  

153 酪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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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liyi851222@163.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154 亮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155 磷酸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56 磷酸淀粉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57 磷酸二氢钾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58 
磷酸二氢钠

二水合物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59 
磷酸二氢钠

一水合物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60 磷酸钙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61 
磷酸钠十二

水合物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62 磷酸氢二铵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63 磷酸氢二钾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64 
磷酸氢二钾

三水合物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65 
磷酸氢二钠

十二水合物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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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166 
磷酸氢钙二

水合物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67 硫酸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168 硫酸铵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69 硫酸钙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0 硫酸铝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1 硫酸钠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2 
硫酸钠十水

合物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3 硫酸羟喹啉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497133438@qq.com；16469867@qq.com 

174 氯化钙 

四川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13540739794 2234692281@qq.com  

175 氯化钾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6 氯化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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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497133438@qq.com锛?6469867@qq.com
mailto:2234692281@qq.com


 

177 
氯化钠（供

注射用）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178 氯甲酚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497133438@qq.com；scjgj_wuly@gz.gov.cn 

179 马来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7 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180 马铃薯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81 麦芽酚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82 麦芽糊精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liyi851222@163.com  

183 麦芽糖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84 麦芽糖醇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85 没食子酸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39 397334234@qq.com  

186 
没食子酸丙

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187 门冬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188 门冬酰胺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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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497133438@qq.com锛泂cjgj_wuly@gz.gov.cn
mailto: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liyi851222@163.com
mailto:397334234@qq.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189 
明胶空心胶

囊 

浙江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71-86456586、13857171859 ybc@zjyj.org.cn 

190 木薯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191 木糖醇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92 尿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93 牛磺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194 浓氨溶液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195 硼砂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196 硼酸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197 葡甲胺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scjgj_liwl@gz.gov.cn  

198 
葡萄糖二酸

钙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23，0755-86544237 20505695@qq.com、ljrobby@126.com 

199 
普鲁兰多糖

空心胶囊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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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bc@zjyj.org.cn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scjgj_liwl@gz.gov.cn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scjgj_liwl@gz.gov.cn
mailto:20505695@qq.com銆乴jrobby@126.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200 七氟丙烷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201 羟苯苄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2 羟苯丙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3 羟苯丙酯钠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04 羟苯丁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5 羟苯甲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6 羟苯甲酯钠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07 羟苯乙酯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08 
羟丙基倍他

环糊精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209 
羟丙基淀粉

空心胶囊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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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210 
羟丙甲纤维

素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211 
羟丙甲纤维

素空心胶囊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212 

羟丙甲纤维

素邻苯二甲

酸酯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213 羟丙纤维素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214 羟乙纤维素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215 轻质氧化镁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16 
轻质液状石

蜡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313 songdongmei@smda.sh.cn  

217 氢化蓖麻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yxwj2007@163.com  

218 氢化大豆油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myxwj2007@163.com 

219 氢氧化钾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20 氢氧化铝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21 氢氧化镁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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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songdongmei@smda.sh.cn
mailto:sunhm@126.com、sunhm@126.com、yxwj2007@163.com
mailto:sunhm@126.com、sunhm@126.com、yxwj2007@163.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222 氢氧化钠 

上海市

食品药

品包装

材料测

试所 

021-50798236 wangrongjia@shpmcc.com 

223 琼脂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224 肉豆蔻酸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25 
肉豆蔻酸异

丙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26 乳糖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227 三硅酸镁 

上海市

食品药

品包装

材料测

试所 

021-50798236 wangrongjia@shpmcc.com 

228 三氯叔丁醇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229 三氯蔗糖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497133438@qq.com；

wujingfang325@126.com  

230 三乙醇胺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7 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231 
三油酸山梨

坦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232 色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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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497133438@qq.com锛泈ujingfang325@126.com
mailto:497133438@qq.com锛泈ujingfang325@126.com
mailto: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233 山梨醇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1037689827@qq.com 

234 山梨醇溶液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com 

235 
山梨醇山梨

坦溶液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com 

236 山梨酸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39 pang0807@126.com  

237 山梨酸钾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39 pang0807@126.com  

238 
山嵛酸甘油

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39 麝香草酚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26282821 497133438@qq.com；120918072@qq.com 

240 十八醇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41 
十二烷基硫

酸钠 

湖北省

药品监

督检验

研究院 

027-87705260 36408412@qq.com 

242 十六醇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43 十六十八醇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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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ang0807@126.com
mailto:pang0807@126.com
mailto:497133438@qq.com锛?20918072@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36408412@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xiao341@126.com


 

244 石蜡 

吉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431-80833262 hansongtao04@163.com 

245 四氟乙烷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246 松香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47 羧甲淀粉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48 
羧甲纤维素

钙 

山东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31-81216529 0531-81216552 chendejunweiwei@sina.com 

249 
羧甲纤维素

钠 

湖北省

药品监

督检验

研究院 

027-87705260 36408412@qq.com 

250 碳酸丙烯酯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251 碳酸氢钾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252 碳酸氢钠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253 甜菊糖苷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35 liangzhiyuan@szidc.org.cn  

254 脱氢醋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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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36408412@qq.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liangzhiyuan@szidc.org.cn
mailto:huqin@bidc.org.cn


 

255 脱氧胆酸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141023662@qq.com  

256 豌豆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57 微晶蜡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4939810@qq.com 

258 微晶纤维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59 

微晶纤维素

胶态二氧化

硅共处理物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260 

维生素 E 琥

珀酸聚乙二

醇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261 无水枸橼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7 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262 
无水磷酸二

氢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63 
无水磷酸氢

二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64 
无水磷酸氢

钙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65 无水乳糖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266 无水碳酸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267 
无水脱氢醋

酸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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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1141023662@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chebaoquan-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huqin@bidc.org.cn


 

268 
无水亚硫酸

钠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269 无水乙醇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70 西黄蓍胶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71 西曲溴铵 
沈阳药

科大学 
\ sunyinghua77@aliyun.com  

272 稀醋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73 稀磷酸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691262952@qq.com  

274 稀盐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75 纤维醋法酯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141023662@qq.com  

276 腺嘌呤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77 香草醛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78 硝酸钾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79 小麦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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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sunyinghua77@aliyun.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691262952@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1141023662@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280 缬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281 辛酸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82 辛酸钠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26031700，0755-86546552 
jinyibao2006@126.com，

Jingwenno1@126.com  

283 亚硫酸氢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84 烟酸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141023662@qq.com  

285 烟酰胺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1141023662@qq.com  

286 盐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87 羊毛脂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88 氧化钙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89 氧化镁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90 氧化锌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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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mailto:jinyibao2006@126.com
mailto:jinyibao2006@126.com
mailto:1141023662@qq.com
mailto:1141023662@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332410419@qq.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291 椰子油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292 液状石蜡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313 songdongmei@smda.sh.cn  

293 依地酸二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94 依地酸钙钠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276274325@qq.com  

295 乙醇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296 乙二胺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297 乙基纤维素 

广州市

药品检

验所 

020-86514056 
scjgj_zhangjuan@gz.gov.cn；

120918072@qq.com  

298 
乙基纤维素

水分散体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299 

乙基纤维素

水分散体（B

型）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300 乙酸乙酯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com  

301 异丙醇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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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ongdongmei@smda.sh.cn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276274325@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scjgj_zhangjuan@gz.gov.cn锛?20918072@qq.com
mailto:1318667519@qq.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302 
硬脂富马酸

钠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303 硬脂山梨坦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304 硬脂酸 

国家药

用辅料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18874265302 xiao341@126.com 

305 硬脂酸钙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306 
硬脂酸聚烃

氧（40）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307 硬脂酸镁 

湖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31-82275835、0731-89912568 332410419@qq.com 

308 硬脂酸锌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09 油酸钠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10 油酸山梨坦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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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xiao341@126.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311 油酸乙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12 
油酰聚氧乙

烯甘油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313 玉米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314 玉米朊 

吉林省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431-80833233 59785801@qq.com 

315 玉米油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16 预胶化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80245714@qq.com 

317 
预胶化羟丙

基淀粉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liyi851222@163.com  

318 月桂氮䓬酮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22 huqin@bidc.org.cn  

319 月桂山梨坦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com  

320 

月桂酰聚氧

乙烯（12）

甘油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321 

月桂酰聚氧

乙烯（32）

甘油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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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80245714@qq.com
mailto:liyi851222@163.com
mailto:huqin@bidc.org.cn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mailto:sunhm@126.com銆亂angruiinchina@126.com


 

322 

月桂酰聚氧

乙烯（6）甘

油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323 

月桂酰聚氧

乙烯（8）甘

油酯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324 蔗糖 

中国食

品药品

检定研

究院 

010-67095310  
yangruiinchina@126.com、

898961728@qq.com 

325 
蔗糖八醋酸

酯 

深圳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755-86620680 396192559@qq.com  

326 蔗糖丸芯 

浙江省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571-86459458、13868057010 zidccy@163.com 

327 
蔗糖硬脂酸

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28 正丁醇 

广东省

药品检

验所 

020-81853846 949319255@qq.com  

329 
中链甘油三

酸酯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30 紫氧化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331 棕榈山梨坦 

江苏省

食品药

品监督

检验研

究院 

025-86251150 zhaoxun9999@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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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396192559@qq.com
mailto:949319255@qq.com
mailto:zhaoxun9999@sina.com


 

332 棕榈酸 

上海市

食品药

品检验

研究院 

021-38839900-26104 zhengluxia@smda.sh.cn 

333 
棕榈酸异丙

酯 

中国药

科大学 
025-83271305 cpu_cereg@163.com  

334 棕氧化铁 

天津市

药品检

验研究

院 

022-23513760 bhs@tjyjy.org 

335 组氨酸 

北京市

药品检

验所 

010-52779652 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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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pu_cereg@163.com
mailto:zhouchangming-bidc@yjj.beijing.gov.cn


 

关于征集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立项建议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时间: 2021-04-26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完善药品标准提高科研立项管理，鼓励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和标准制修订工作，不断提升药品标准制定的科学性、规范性，现我

委特向社会各界征集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科研课题立项建议。 

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检验机构、科研院所及相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对已批准上市的药品（包括药用辅料及药包材）标准、《中国药典》通用技术要求

有增订和完善意见建议的，均可按照附表要求填报相关内容报送我委。 

请各有关单位聚焦 2025 年版《中国药典》编制，提出立项建议，并填写《2022年度国

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立项建议表》（见附件），于 2021年 5月 31日前将纸质材料（单位需

加盖公章，个人需签名）和电子版材料一并反馈我委。电子版邮件请注明“2022年度立项建

议表+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类别”。我委将组织相关专业委员会对所提意见建议进行审议，

确定 2022年度药品标准提高研究课题。 

通讯地址：国家药典委员会业务综合处，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61。 

联 系 人：王含贞 

联系电话：010－67079521；010－67079581。 

电子邮箱：ywzhc@chp.org.cn 

附件： 2022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立项建议表.xlsx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4月 22日 
 

附件：  关于征集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立项建议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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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5850.jhtml
https://www.chp.org.cn/ydw/u/cms/www/202104/26115753qrbj.xlsx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5975&i=0&t=1619486177208&k=6d8bdf350f59ee36ae821502e6f13745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一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29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27165543139.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4月 27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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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一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4月 2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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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427165543139.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1951372771503016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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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一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1 拉坦噻吗滴眼液 
Latanoprost and Timolol 

Maleate Eye Drops 

每 1ml溶液含 50μg
拉坦前列素和 6.8mg
马来酸噻吗洛尔 

Pfiz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1-2 
甲磺酸奥希替尼

片 
Osimertinib Mesylate 

Tablets/ Tagrisso（泰瑞沙） 
80mg AstraZeneca AB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1-3 
枸橼酸伊沙佐米

胶囊 
Ixazomib Citrate 

Capsules/Ninlaro（恩莱瑞） 
2.3mg（按

C14H19BCl2N2O4计） 
Takeda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1-4 
枸橼酸伊沙佐米

胶囊 
Ixazomib Citrate 

Capsules/Ninlaro（恩莱瑞） 
3mg（按 C14H19BCl2N2O4

计） 
Takeda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1-5 
枸橼酸伊沙佐米

胶囊 
Ixazomib Citrate 

Capsules/Ninlaro（恩莱瑞） 
4mg（按 C14H19BCl2N2O4

计） 
Takeda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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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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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6 吲哚美辛凝胶 
Indometacin 

Gel/Vantelinkowa（万特力） 

每克含吲哚美辛
0.01克与 l-薄荷醇

0.03 克 

Kowa Company,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1-7 
醋酸阿比特龙片

（II） 
Abiraterone Acetate 

Tablets/Yonsa 
125mg 

Sun Pharma Global 
FZ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8 
丁酸氯维地平注

射用乳剂 
Clevidipine Injectable 
Emulsion/Cleviprex 

25mg/50ml
（0.5mg/ml） 

Chiesi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9 
丁酸氯维地平注

射用乳剂 
Clevidipine Injectable 
Emulsion/Cleviprex 

50mg/100ml
（0.5mg/ml） 

Chiesi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0 
碳酸司维拉姆干

混悬剂 

Sevelamer Carbonate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Renvela 
2.4g 

Genzym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1 
碳酸司维拉姆干

混悬剂 

Sevelamer Carbonate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Renvela 

0.8g 
Genzym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2 钆贝葡胺注射液 
Gadobenate dimeglumine 
Injection /Multihance 

15ml：7.935g
（529mg/ml） 

Bracco 
Diagnostic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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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0.64.1.146/ypwh/showDetailById?sid=e00028edb33c0237e75460d950fc0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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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13 
琥珀酸舒马普坦

萘普生钠片 

Sumatriptan and Naproxen 

Sodium Tablets/Treximet 
85/500mg 

Currax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4 
盐酸达克罗宁局

部溶液剂 
Dyclonine Topical 
Solution/Dyclopro 

0.50% Novocol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5 
盐酸达克罗宁局

部溶液剂 
Dyclonine Topical 
Solution/Dyclopro 

1% Novocol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6 克霉唑含片 Clotrimazole Troche 10mg 
Hikm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17 蒙脱石混悬液 
Montmorillonite 

Suspension 
3g 

Ipsen Pharma / 
Ipsen Consumer 
Healthcar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18 

ω-3鱼油中长链

脂肪乳/氨基酸
（16）/葡萄糖
（30%）注射液 

ω-3 Fish Oi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Amino Acids （16）
/Glucose （30%） Injection 

1250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19 
甲磺酸奥希替尼

片 
Osimertinib Mesylate 
Tablets/ Tagrisso 

4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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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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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20 
肠内营养乳剂

（SP） 

Enteral Nutritional 

Emulsion（SP）/ Survimed OPD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21 匹可硫酸钠滴剂 Sodium Picosulfate Drops 7.5 mg/ml 
帝人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22 布美他尼注射液 Bumetanide Injection 1ml:0.5mg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23 
盐酸纳呋拉啡口

崩片 

Nalfurafine Hydrochloride 
OD Tablets/Remitch OD 

Tablets 

2.5μg 東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24 来特莫韦注射液 
Letermovir 

Injection/Prevymis 
20mg/ml（240mg：

12ml） 
MSD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25 来特莫韦片 
Letermovir 

Tablets/Prevymis 
240mg MSD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26 克立硼罗软膏 
Crisaborole 

Ointment/Staquis（舒坦明） 
2%（30g、60g） 

Anacor 
Pharmaceuticals, 

Inc.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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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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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27 司来帕格片 
Selexipag Tablets/Uptravi

（优拓比） 
0.4mg 

Actelion 
Pharmaceuticals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 
原研进口 

41-28 曲安奈德注射液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Injectable Suspension 

/Kenalog-10 
10mg/ml 

Apothecon Inc Div 
Bristol Myers 

Squib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29 
坎地沙坦酯氢氯

噻嗪片 

Candesartan Cilexetil and 
Hydrochlorothiazide 
Tablets/Atacand HCT 

16mg/12.5mg 
ANI 

Pharmaceuticals 
INC/Astrazeneca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0 
注射用米卡芬净

钠 
Micafungin Sodium for 
Injection /Mycamine 

50mg 
Astellas Pharma U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1 
注射用哌拉西林
钠他唑巴坦钠 

Piperacillin And 
Tazobactam/Zosyn 

4.5g 
Wyeth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2 
盐酸托莫西汀胶

囊 

Atomoxet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Strattera 

10mg（以托莫西汀碱

计） 
Eli Lilly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3 
盐酸托莫西汀胶

囊 
Atomoxet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Strattera 
25mg（以托莫西汀碱

计） 
Eli Lilly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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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34 
盐酸托莫西汀胶

囊 

Atomoxet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Strattera 

40mg（以托莫西汀碱

计） 
Eli Lilly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5 熊去氧胆酸胶囊 
Ursodeoxycholic Acid 
Capsules / Actigall 

30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6 碳酸镧咀嚼片 
Lanthanum Carbonate 

Chewable Tablets/Fosrenol 
Eq 500mg Base 

Shire Development 
LL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7 钆布醇注射液 
Gadobutrol 

Injection/Gadavist 
6.0472g/10ml 

（604.72mg/ml） 

Bayer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8 阿昔洛韦胶囊 Aciclovir Capsules 0.2g Apotex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39 他达拉非片 Tadalafil Tablets/Adcirca 20mg Eli Lilly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1-40 他达拉非片 Tadalafil Tablets/Cialis 2.5mg 
Eli Lilly 

Nederland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1 米氮平片 
Mirtazapine Tablets / 

Norset 
15mg MSD Franc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2 
醋酸阿托西班注

射液 
Atosiban Acetate 

Injection /Tractocile 
0.9ml:7.5mg/ml（以

阿托西班计）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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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43 
醋酸阿托西班注

射液 

Atosiban Acetate 

Injection /Tractocile 

5ml:7.5mg/ml（以阿

托西班计）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4 盐酸普拉克索片 
Pramipexole 

Dihydrochloride 
Tablets/Sifrol 

0.5mg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5 

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
萄糖（16%）注射

液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Amino Acids（16）

/Glucose（16%）Injection 

1250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6 
二甲双胍维格列
汀片（III）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Vildagliptin Tablets / 

Eucreas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
胍 1000mg 和维格列

汀 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7 
伊立替康脂质体

注射液 
Irinotecan Liposome 
injection/Onivyde 

43mg/10ml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8 吡拉西坦注射液 Piracetam Injection 12g/60ml UCB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1-49 阿加曲班注射液 
Argatroban 

Injection/Novastan 
2mL:10mg 

田辺三菱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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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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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1-50 玻璃酸钠滴眼液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Hyalein 
0.1%（0.4ml:0.4mg）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51 
苯甲酸阿格列汀

片 
Alogliptin Benzoate Oral 

Tablet/Nesina 
6.25mg 

武田薬品工業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52 
苯甲酸阿格列汀

片 
Alogliptin Benzoate Oral 

Tablet/Nesina 
25mg 

武田薬品工業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53 
马来酸曲美布汀

片 
Trimebutine Maleate 
Tablets / Cerekinon 

100 mg 
田边三菱制药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1-54 盐酸昂丹司琼片 
Ondansetron Hydrochloride 

Tablets/Zofran 
4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41-55 盐酸昂丹司琼片 
Ondansetron Hydrochloride 

Tablets/Zofran 
8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1-33 阿立哌唑口崩片 
Aripi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Abilify 

10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Europe 
Ltd./Otsuka 

Pharmaceutical 
Netherlands B.V. 

欧盟上市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Otsuka 

Pharmaceutic
al 

Netherland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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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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0-6 
氨酚双氢可待因

片 

Paracetamol and 
Dihydrocodeine Tartrate 
Tablets/Co-dydramol 

对乙酰氨基酚
500mg；酒石酸双氢

可待因 10mg 

Actavis UK 
Limited/Accord UK 

Ltd 

欧盟上市（上市国
家：英国；产地：

英国）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
后持证商

Accord UK Ltd 

10-220 
枸橼酸托法替布

片 
Tofacitinib Citrate 
Tablets/ Xeljanz 

5mg 

PF Prism 
C.V./Pfizer 

Limited/Pfizer 
Europe MA EEIG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
后持证商
Pfizer 

Limited/Pfiz
er Europe MA 

EEIG 

12-4 交沙霉素片 Josamycin Tablets 50mg 
AstellasPharma 

Inc./LTL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LTL 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12-5 交沙霉素片 Josamycin Tablets 200mg 
AstellasPharma 

Inc./LTL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LTL 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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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2-104 
羟乙基淀粉

130/0.4电解质
注射液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and Electrolyte 
Injection/Volulyte 6% 
Soluzione per Infusione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Fresenius 
Kabi ltaliaS.r.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Fresenius 
Kabi 

ltaliaS.r.l.
，不限定上市

国 

23-267 
注射用头孢哌酮

钠 
Cefoperazone Sodium For 

Injection/Cefobid 
2.0g（以头孢哌酮

计） 

Pfizer Italia 
S.R.L./Pfizer, 

Spol. S 
R.O/Pfizer, 

Austria Ges.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Pfizer, 

Spol. S R.O; 
Pfizer, 
Austria 
Ges.m.b.H 

23-284 碳酸镧咀嚼片 
Lanthanum Carbonate 

Chewable Tablets/Fosrenol 
Eq 750mg Base 

Shire Development 
LL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Takeda 

Pharmaceutic

als USA INC 

23-286 碳酸镧咀嚼片 
Lanthanum Carbonate 

Chewable Tablets/Fosrenol 
Eq 1gm Base 

Shire Development 
LL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Takeda 

Pharmaceutic
als USA IN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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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7-249 
氨己烯酸口服溶

液用散 
Vigabatrin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 /Sabril;Sabrilex 

500mg Sanofi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正为氨己烯

酸口服溶液用
散，英文名称

更正为
Vigabatrin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 

备注 

1.目录中所列尚未在国内上市品种的通用名、剂型等，以药典委核准的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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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HIV 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66e0837be086f2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30 日 

    为指导和规范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新药的临床试验，促进创新药物的研发，我中心起草

了《抗 HIV 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经中心内部讨论和专家征询意见，已形

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 赵建中，刘丽华 

  联系方式：zhaojzh@cde.org.cn；liulihua@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04月 30 日 

 

 

附件 1 ：《抗 HIV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抗 HIV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抗 HIV感染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xlsx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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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e0837be086f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4a83101bcb8d7441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5dccd7535308d503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14ef4bc337d0dc8


关于公开征求《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2d661b43492694d  发布日期:2021 年 04 月 30 日 

为规范和指导溶瘤病毒产品的研发、申报和评价，我中心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法规

和技术要求，以及对这类产品当前技术发展和科学认知，形成了《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通过中心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诚挚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

贵意见和建议，请在征求意见反馈表填写具体信息，并通过邮件反馈我们。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联系人：崔靖，Email：cuijing@cde.org.cn； 

 韦薇，Email：weiw@cde.org.cn；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4月 30日 

 

 

附件 1 ：《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溶瘤病毒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反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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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2d661b43492694d
mailto:weiw@cde.org.cn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0aaeebfe33c896e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fd3e92f7c8fc12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c54183c78184337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的公告(2021年 第

65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513151827179.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5月 1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为规范和指导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和药品注册申请人的药物警戒活动，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

现予以公布，并就实施《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自 2021年 12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注册申请人应当积极做好执行《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的准

备工作，按要求建立并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 

  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完

成信息注册。 

  四、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积极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配合做好有关宣贯和解读，通过加强日常检查等工作监督和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

执行《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及时收集和反馈相关问题和意见。 

  五、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统一组织和协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的宣贯培训和技术

指导工作，在官方网站开辟《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专栏，及时解答相关问题和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5月 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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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513151827179.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20890304455001920.doc


 

 附件: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全生命周期药物警戒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和获准开展药

物临床试验的药品注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办者”）开展的药物警戒活动。 

药物警戒活动是指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进行监测、识别、

评估和控制的活动。 

第三条  持有人和申办者应当建立药物警戒体系，通过体系的有效运行和维护，监

测、识别、评估和控制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 

第四条  持有人和申办者应当基于药品安全性特征开展药物警戒活动，最大限度地

降低药品安全风险，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 

第五条  持有人和申办者应当与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等协同开展药物警戒活动。鼓励持有人和申办者与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相

关方合作，推动药物警戒活动深入开展。 

第二章  质量管理 

第一节  基本要求 

第六条  药物警戒体系包括与药物警戒活动相关的机构、人员、制度、资源等要素，

并应与持有人的类型、规模、持有品种的数量及安全性特征等相适应。 

第七条  持有人应当制定药物警戒质量目标，建立质量保证系统，对药物警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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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活动进行质量管理，不断提升药物警戒体系运行效能，确保药物警戒活动持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 

第八条  持有人应当以防控风险为目的，将药物警戒的关键活动纳入质量保证系统

中，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一）设置合理的组织机构； 

（二）配备满足药物警戒活动所需的人员、设备和资源； 

（三）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管理制度； 

（四）制定全面、清晰、可操作的操作规程； 

（五）建立有效、畅通的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收集途径； 

（六）开展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报告与处置活动； 

（七）开展有效的风险信号识别和评估活动； 

（八）对已识别的风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九）确保药物警戒相关文件和记录可获取、可查阅、可追溯。 

第九条  持有人应当制定并适时更新药物警戒质量控制指标，控制指标应当贯穿到

药物警戒的关键活动中，并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一）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合规性； 

（二）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合规性； 

（三）信号检测和评价的及时性； 

（四）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更新的及时性； 

（五）药物警戒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六）人员培训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第十条  持有人应当于取得首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后的 30 日内在国家药品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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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监测系统中完成信息注册。注册的用户信息和产品信息发生变更的，持有人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 30日内完成更新。 

第二节  内部审核 

第十一条  持有人应当定期开展内部审核（以下简称“内审”），审核各项制度、

规程及其执行情况，评估药物警戒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当药物警戒体系出

现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开展内审。 

内审工作可由持有人指定人员独立、系统、全面地进行，也可由外部人员或专家进

行。 

第十二条  开展内审前应当制订审核方案。方案应当包括内审的目标、范围、方法、

标准、审核人员、审核记录和报告要求等。方案的制定应当考虑药物警戒的关键活动、

关键岗位以及既往审核结果等。 

第十三条  内审应当有记录，包括审核的基本情况、内容和结果等，并形成书面报

告。 

第十四条  针对内审发现的问题，持有人应当调查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相应的纠

正和预防措施，并对纠正和预防措施进行跟踪和评估。 

第三节  委托管理 

第十五条  持有人是药物警戒的责任主体，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开展药物警戒相关工

作的，相应法律责任由持有人承担。 

第十六条  持有人委托开展药物警戒相关工作的，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保证药

物警戒活动全过程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集团内各持有人之间以及总部和各持有人之间可签订药物警戒委托协议，也可书面

约定相应职责与工作机制，相应法律责任由持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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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考察、遴选具备相应药物警戒条件和能力的受托方。受托方

应当是具备保障相关药物警戒工作有效运行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具备相应的工作能

力，具有可承担药物警戒受托事项的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设备资源等工作条件，应当

配合持有人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延伸检查。 

第十八条  持有人应当定期对受托方进行审计，要求受托方充分了解其药物警戒的

质量目标，确保药物警戒活动持续符合要求。 

 

第三章  机构人员与资源 

第一节  组织机构 

第十九条  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安全委员会，设置专门的药物警戒部门，明确药物

警戒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保障药物警戒活动的顺

利开展。 

第二十条  药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重大风险研判、重大或紧急药品事件处置、风险控

制决策以及其他与药物警戒有关的重大事项。药品安全委员会一般由持有人的法定代表

人或主要负责人、药物警戒负责人、药物警戒部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组成。药品安全

委员会应当建立相关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 

第二十一条  药物警戒部门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收集、处置与报告； 

（二）识别和评估药品风险，提出风险管理建议，组织或参与开展风险控制、风险

沟通等活动； 

（三）组织撰写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药物警戒计划等； 

（四）组织或参与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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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或协助开展药物警戒相关的交流、教育和培训； 

（六）其他与药物警戒相关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明确其他相关部门在药物警戒活动中的职责，如药物研

发、注册、生产、质量、销售、市场等部门，确保药物警戒活动顺利开展。 

第二节  人员与培训 

第二十三条  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药物警戒活动全面负责，应当指

定药物警戒负责人，配备足够数量且具有适当资质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资源并予以合理

组织、协调，保证药物警戒体系的有效运行及质量目标的实现。 

第二十四条  药物警戒负责人应当是具备一定职务的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医学、药

学、流行病学或相关专业背景，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三年以上

从事药物警戒相关工作经历，熟悉我国药物警戒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指导原则，具备药

物警戒管理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药物警戒负责人应当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登记。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

药物警戒负责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完成更新。 

第二十五条  药物警戒负责人负责药物警戒体系的运行和持续改进，确保药物警戒

体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规范的要求，承担以下主要职责： 

（一）确保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的合规性； 

（二）监督开展药品安全风险识别、评估与控制，确保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 

（三）负责药品安全性信息沟通的管理，确保沟通及时有效； 

（四）确保持有人内部以及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沟通渠道

顺畅； 

（五）负责重要药物警戒文件的审核或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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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药物警戒部门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并具备适当资质的专职人员。专职人

员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流行病学或相关专业知识，接受过与药物警戒相关的培训，熟

悉我国药物警戒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指导原则，具备开展药物警戒活动所需知识和技

能。 

第二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开展药物警戒培训，根据岗位需求与人员能力制定适宜的

药物警戒培训计划，按计划开展培训并评估培训效果。 

第二十八条  参与药物警戒活动的人员均应当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应当包括药物警

戒基础知识和法规、岗位知识和技能等，其中岗位知识和技能培训应当与其药物警戒职

责和要求相适应。 

第三节  设备与资源 

第二十九条  持有人应当配备满足药物警戒活动所需的设备与资源，包括办公区域

和设施、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纸质和电子资料存储空间和设备、文献资源、医学词典、

信息化工具或系统等。 

第三十条  持有人使用信息化系统开展药物警戒活动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一）明确信息化系统在设计、安装、配置、验证、测试、培训、使用、维护等环

节的管理要求，并规范记录上述过程； 

（二）明确信息化系统的安全管理要求，根据不同的级别选取访问控制、权限分配、

审计追踪、授权更改、电子签名等控制手段，确保信息化系统及其数据的安全性； 

（三）信息化系统应当具备完善的数据安全及保密功能，确保电子数据不损坏、不

丢失、不泄露，应当进行适当的验证或确认，以证明其满足预定用途。 

第三十一条  持有人应当对设备与资源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其持续满足使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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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测与报告 

第一节  信息的收集 

第三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监测，建立并不断完善信息收集途

径，主动、全面、有效地收集药品使用过程中的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包括来源于自

发报告、上市后相关研究及其他有组织的数据收集项目、学术文献和相关网站等涉及的

信息。 

第三十三条  持有人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从医疗机构收集疑似

药品不良反应信息。 

第三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通过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收集疑似药品不良反应

信息，保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向其报告药品不良反应的途径畅通。 

第三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通过药品说明书、包装标签、门户网站公布的联系电话或

邮箱等途径收集患者和其他个人报告的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保证收集途径畅通。 

第三十六条  持有人应当定期对学术文献进行检索，制定合理的检索策略，根据品

种安全性特征等确定检索频率，检索的时间范围应当具有连续性。 

第三十七条  由持有人发起或资助的上市后相关研究或其他有组织的数据收集项

目，持有人应当确保相关合作方知晓并履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于境内外均上市的药品，持有人应当收集在境外发生的疑似药品不

良反应信息。 

第三十九条  对于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机构要求关注的品种，持有人应当根据品种安全性特征加强药品上市后监测，

在上市早期通过在药品说明书、包装、标签中进行标识等药物警戒活动，强化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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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患者对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报告意识。 

第二节  报告的评价与处置 

第四十条  持有人在首次获知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时，应当尽可能全面收集患

者、报告者、怀疑药品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收集过程与内容应当有记录，原始记

录应当真实、准确、客观。 

持有人应当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反馈的疑似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分析评价，并按

要求上报。 

第四十一条  原始记录传递过程中，应当保持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

为确保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及时性，持有人应当对传递时限进行要求。 

第四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对收集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当信息存疑

时，应当核实。 

持有人应当对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报告、非预期不良反应报告中缺失的信息进行随

访。随访应当在不延误首次报告的前提下尽快完成。如随访信息无法在首次报告时限内

获得，可先提交首次报告，再提交跟踪报告。 

第四十三条  持有人应当对药品不良反应的预期性进行评价。当药品不良反应的性

质、严重程度、特征或结果与持有人药品说明书中的表述不符时，应当判定为非预期不

良反应。 

第四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对药品不良反应的严重性进行评价。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

当评价为严重药品不良反应： 

（一）导致死亡； 

（二）危及生命（指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当时，患者存在死亡风险，并不是指药品

不良反应进一步恶化才可能出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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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 

（四）导致永久或显著的残疾或功能丧失； 

（五）导致先天性异常或出生缺陷； 

（六）导致其他重要医学事件，若不进行治疗可能出现上述所列情况的。 

第四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按照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关

联性分级评价标准，对药品与疑似不良反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对于自发报告，如果报告者未提供关联性评价意见，应当默认药品与疑似不良反应

之间存在关联性。 

如果初始报告人进行了关联性评价，若无确凿医学证据，持有人原则上不应降级评

价。 

第三节  报告的提交 

第四十六条  持有人向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提交的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应当至少包含可识别的患者、可识别的报告者、怀疑药品和药品不良反应的相关信息。 

第四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报告患者使用药品出现的怀疑与药品存在相关性的有害

反应，其中包括可能因药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或可能与超适应症用药、超剂量用药等相关

的有害反应。 

第四十八条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填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规范，符合相

关填写要求。 

第四十九条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应当按规定时限要求提交。严重不良反应尽快

报告，不迟于获知信息后的 15日，非严重不良反应不迟于获知信息后的 30日。跟踪报

告按照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时限提交。 

报告时限的起始日期为持有人首次获知该个例药品不良反应且符合最低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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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 

第五十条  文献报道的药品不良反应，可疑药品为本持有人产品的，应当按个例药

品不良反应报告。如果不能确定是否为本持有人产品的，应当在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

进行分析，可不作为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第五十一条  境外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按照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

要求提交。 

因药品不良反应原因被境外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暂停销售、使用或撤市的，持有

人应当在获知相关信息后 24 小时内报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

构。 

第五十二条  对于药品上市后相关研究或有组织的数据收集项目中的疑似不良反

应，持有人应当进行关联性评价。对可能存在关联性的，应当按照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

告提交。 

第五十三条  未按照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提交的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持有人

应当记录不提交的原因，并保存原始记录，不得随意删除。 

第五十四条  持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手段阻碍报告者的报告行为。 

 

第五章  风险识别与评估 

第一节  信号检测 

第五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对各种途径收集的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开展信号检测，

及时发现新的药品安全风险。 

第五十六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及产品特点选择适当、科学、有效的信号检

测方法。信号检测方法可以是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审阅、病例系列评价、病例报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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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析等人工检测方法，也可以是数据挖掘等计算机辅助检测方法。 

第五十七条  信号检测频率应当根据药品上市时间、药品特点、风险特征等相关因

素合理确定。对于新上市的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要求关注的其他品种等，应当增加信号检测频率。 

第五十八条  持有人在开展信号检测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信号： 

（一）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药品不良反应，特别是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 

（二）药品说明书中已提及的药品不良反应，但发生频率、严重程度等明显增加的； 

（三）疑似新的药品与药品、药品与器械、药品与食品间相互作用导致的药品不良

反应； 

（四）疑似新的特殊人群用药或已知特殊人群用药的变化； 

（五）疑似不良反应呈现聚集性特点，不能排除与药品质量存在相关性的。 

第五十九条  持有人应当对信号进行优先级判定。对于其中可能会影响产品的获益

-风险平衡，或对公众健康产生影响的信号予以优先评价。信号优先级判定可考虑以下

因素： 

（一）药品不良反应的严重性、严重程度、转归、可逆性及可预防性； 

（二）患者暴露情况及药品不良反应的预期发生频率； 

（三）高风险人群及不同用药模式人群中的患者暴露情况； 

（四）中断治疗对患者的影响，以及其他治疗方案的可及性； 

（五）预期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六）适用于其他同类药品的信号。 

第六十条  持有人应当综合汇总相关信息，对检测出的信号开展评价，综合判断信

号是否已构成新的药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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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包括：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包括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反馈的报告）、

临床研究数据、文献报道、有关药品不良反应或疾病的流行病学信息、非临床研究信息、

医药数据库信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等。必要

时，持有人可通过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等方式获取更多信息。 

第六十一条  持有人获知或发现同一批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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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不良反应，呈现聚集性特点的，应当及时开展病例分析和

情况调查。 

第二节  风险评估 

第六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及时对新的药品安全风险开展评估，分析影响因素，描述

风险特征，判定风险类型，评估是否需要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等。评估应当综合考虑药品的

获益-风险平衡。 

第六十三条  持有人应当分析可能引起药品安全风险、增加风险发生频率或严重程

度的原因或影响因素，如患者的生理特征、基础疾病、并用药品，或药物的溶媒、储存

条件、使用方式等，为药物警戒计划的制定和更新提供科学依据。 

中药、民族药持有人应当根据中医药、民族医药相关理论，分析处方特点（如炮制

方式、配伍等）、临床使用（如功能主治、剂量、疗程、禁忌等）、患者机体等影响因素。 

第六十四条  对药品风险特征的描述可包括风险发生机制、频率、严重程度、可预

防性、可控性、对患者或公众健康的影响范围，以及风险证据的强度和局限性等。 

第六十五条  风险类型分为已识别风险和潜在风险。对于可能会影响产品的获益-

风险平衡，或对公众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应当作为重要风险予以优先评估。 

持有人还应当对可能构成风险的重要缺失信息进行评估。 

第六十六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已识别风险、潜在风险等采取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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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管理措施。 

第六十七条  风险评估应当有记录或报告，其内容一般包括风险概述、原因、过程、

结果、风险管理建议等。 

第六十八条  在药品风险识别和评估的任何阶段，持有人认为风险可能严重危害患

者生命安全或公众健康的，应当立即采取暂停生产、销售及召回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

并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节  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 

第六十九条  药品上市后开展的以识别、定性或定量描述药品安全风险，研究药品

安全性特征，以及评估风险控制措施实施效果为目的的研究均属于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

究。 

第七十条  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一般是非干预性研究，也可以是干预性研究，一

般不涉及非临床研究。干预性研究可参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开展。 

第七十一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药品风险情况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或按

照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及其活动不得以产

品推广为目的。 

第七十二条  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一）量化并分析潜在的或已识别的风险及其影响因素（例如描述发生率、严重程

度、风险因素等）； 

（二）评估药品在安全信息有限或缺失人群中使用的安全性（例如孕妇、特定年龄

段、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等人群）； 

（三）评估长期用药的安全性； 

（四）评估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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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提供药品不存在相关风险的证据； 

（六）评估药物使用模式（例如超适应症使用、超剂量使用、合并用药或用药错误）； 

（七）评估可能与药品使用有关的其他安全性问题。 

第七十三条  持有人应当遵守伦理和受试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要求，确保受试

者的权益。 

第七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研究目的、药品风险特征、临床使用情况等选择适宜

的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方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可以基于本次研究中从医务人员

或患者处直接收集的原始数据，也可以基于本次研究前已经发生并且收集的用于其他研

究目的的二手数据。 

第七十五条  持有人开展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应当制定书面的研究方案。研究方

案应当由具有适当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人员制定，并经药物警戒负责人审核或批准。 

研究方案中应当规定研究开展期间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收集、评估和报告程

序，并在研究报告中进行总结。 

研究过程中可根据需要修订或更新研究方案。研究开始后，对研究方案的任何实质

性修订（如研究终点和研究人群变更）应当以可追溯和可审查的方式记录在方案中，包

括变更原因、变更内容及日期。 

第七十六条  对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开展的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研究，研究方案

和报告应当按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交。 

第七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监测研究期间的安全性信息，发现任何可能影响药品获益

-风险平衡的新信息，应当及时开展评估。 

第七十八条  研究中发现可能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或公众健康的药品安全问

题时，持有人应当立即采取暂停生产、销售及召回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并向所在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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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四节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 

第七十九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应当以持有人在报告期内开展的工作为基础进

行撰写，对收集到的安全性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回顾、汇总和分析，格式和内容应当符

合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撰写规范的要求。 

第八十条  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应当自取得批准证明文件之日起每满 1年提交一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直至首次再注册，之后每 5年报告一次。其他类别的药品，一般

应当自取得批准证明文件之日起每 5年报告一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机构另有要求的，应当按照要求提交。 

第八十一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的数据汇总时间以首次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的日期为起点计，也可以该药物全球首个获得上市批准日期（即国际诞生日）为起点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数据覆盖期应当保持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八十二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应当由药物警戒负责人批准同意后，通过国家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提交。 

第八十三条  对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的审核意见，持有人应当及时处理并予以回

应；其中针对特定安全性问题的分析评估要求，除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机构要求单独提交外，还应当在下一次的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进行分析评价。 

第八十四条  持有人可以提交定期获益-风险评估报告代替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

其撰写格式和递交要求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相关指导原则，其他要求同定期

安全性更新报告。 

第八十五条  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对于风险的评估应当基于药品的所有用途。 

开展获益-风险评估时，对于有效性的评估应当包括临床试验的数据，以及按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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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适应症在实际使用中获得的数据。获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应当以批准的适应症为基

础，结合药品实际使用中的风险开展。 

第八十六条  除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有要求外，以下药品或按药品管理的产品不需

要提交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原料药、体外诊断试剂、中药材、中药饮片。 

 

第六章  风险控制 

第一节  风险控制措施 

第八十七条  对于已识别的安全风险，持有人应当综合考虑药品风险特征、药品的

可替代性、社会经济因素等，采取适宜的风险控制措施。 

常规风险控制措施包括修订药品说明书、标签、包装，改变药品包装规格，改变药

品管理状态等。特殊风险控制措施包括开展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沟通和教育、药品使用环

节的限制、患者登记等。需要紧急控制的，可采取暂停药品生产、销售及召回产品等措

施。当评估认为药品风险大于获益的，持有人应当主动申请注销药品注册证书。 

第八十八条  持有人采取药品使用环节的限制措施，以及暂停药品生产、销售，召

回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告知相关药品

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停止销售和使用。 

第八十九条  持有人发现或获知药品不良反应聚集性事件的，应当立即组织开展调

查和处置，必要时应当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将相关情况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有重要进展应当跟踪报告，采取暂停生产、销售及召回产品等风险控制

措施的应当立即报告。委托生产的，持有人应当同时向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报告。 

第九十条  持有人应当对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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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论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第二节  风险沟通 

第九十一条  持有人应当向医务人员、患者、公众传递药品安全性信息，沟通药品

风险。 

第九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沟通目的，采用不同的风险沟通方式和渠道，

制定有针对性的沟通内容，确保沟通及时、准确、有效。 

第九十三条  沟通方式包括发送致医务人员的函、患者安全用药提示以及发布公

告、召开发布会等。 

致医务人员的函可通过正式信函发送至医务人员，或可通过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行业协会发送，必要时可同时通过医药学专业期刊或报纸、具

有互联网医药服务资质的网站等专业媒体发布。 

患者安全用药提示可随药品发送至患者，或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发布，其内容应当简

洁、清晰、通俗易懂。 

第九十四条  沟通工作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得包含任何广告或产品推广性

质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沟通内容应当基于当前获批的信息。 

第九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况的，应当紧急开展沟通工作： 

（一）药品存在需要紧急告知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安全风险，但正在流通的产品不能

及时更新说明书的； 

（二）存在无法通过修订说明书纠正的不合理用药行为，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 

（三）其他可能对患者或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 

第三节  药物警戒计划 

第九十六条  药物警戒计划作为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的一部分，是描述上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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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安全性特征以及如何管理药品安全风险的书面文件。 

第九十七条  持有人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发现存在重要风险的已上市药品，

制定并实施药物警戒计划，并根据风险认知的变化及时更新。 

第九十八条  药物警戒计划包括药品安全性概述、药物警戒活动，并对拟采取的风

险控制措施、实施时间周期等进行描述。 

第九十九条  药物警戒计划应当报持有人药品安全委员会审核。 

 

第七章  文件、记录与数据管理 

第一节  制度和规程文件 

第一百条  持有人应当制定完善的药物警戒制度和规程文件。 

可能涉及药物警戒活动的文件应当经药物警戒部门审核。 

第一百零一条  制度和规程文件应当按照文件管理操作规程进行起草、修订、审核、

批准、分发、替换或撤销、复制、保管和销毁等，并有相应的分发、撤销、复制和销毁

记录。制度和规程文件应当分类存放、条理分明，便于查阅。 

第一百零二条  制度和规程文件应当标明名称、类别、编号、版本号、审核批准人

员及生效日期等，内容描述应当准确、清晰、易懂，附有修订日志。 

第一百零三条  持有人应当对制度和规程文件进行定期审查，确保现行文件持续适

宜和有效。制度和规程文件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及时更新。 

第二节  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 

第一百零四条  持有人应当创建并维护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用以描述药物警戒体

系及活动情况。 

第一百零五条  持有人应当及时更新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确保与现行药物警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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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活动情况保持一致，并持续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工作需要。 

第一百零六条  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机构：描述与药物警戒活动有关的组织架构、职责及相互关系等； 

（二）药物警戒负责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居住地区、联系方式、简历、职责等； 

（三）专职人员配备情况：包括专职人员数量、相关专业背景、职责等； 

（四）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来源：描述疑似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收集的主要途径、

方式等； 

（五）信息化工具或系统：描述用于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信息化工具或系统； 

（六）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提供药物警戒管理制度的简要描述和药物警戒管理制

度及操作规程目录； 

（七）药物警戒体系运行情况：描述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药品风险的识别、

评估和控制等情况； 

（八）药物警戒活动委托：列明委托的内容、时限、受托单位等，并提供委托协议

清单； 

（九）质量管理：描述药物警戒质量管理情况，包括质量目标、质量保证系统、质

量控制指标、内审等； 

（十）附录：包括制度和操作规程文件、药品清单、委托协议、内审报告、主文件

修订日志等。 

第三节  记录与数据 

第一百零七条  持有人应当规范记录药物警戒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妥善管理药物警

戒活动产生的记录与数据。记录与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保证药物警戒活动可追

溯。关键的药物警戒活动相关记录和数据应当进行确认与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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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条  记录应当及时填写，载体为纸质的，应当字迹清晰、易读、不易擦

除；载体为电子的，应当设定录入权限，定期备份，不得随意更改。 

第一百零九条  电子记录系统应当具备记录的创建、审核、批准、版本控制，以及

数据的采集与处理、记录的生成、复核、报告、存储及检索等功能。 

第一百一十条  对电子记录系统应当针对不同的药物警戒活动和操作人员设置不

同的权限，保证原始数据的创建、更改和删除可追溯。 

第一百一十一条  使用电子记录系统，应当建立业务操作规程，规定系统安装、设

置、权限分配、用户管理、变更控制、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日常维护与定期回顾的要

求。 

第一百一十二条  在保存和处理药物警戒记录和数据的各个阶段应当采取特定的

措施，确保记录和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一百一十三条  药物警戒记录和数据至少保存至药品注册证书注销后十年，并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记录和数据在保存期间损毁、丢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  委托开展药物警戒活动所产生的文件、记录和数据，应当符合本

规范要求。 

第一百一十五条  持有人转让药品上市许可的，应当同时移交药物警戒的所有相关

记录和数据，确保移交过程中记录和数据不被遗失。 

 

第八章  临床试验期间药物警戒 

第一节  基本要求 

第一百一十六条  与注册相关的药物临床试验期间，申办者应当积极与临床试验机

构等相关方合作，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申办者应当建立药物警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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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集安全性信息并开展风险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性问题，

主动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并评估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确保风险最小化，切实

保护好受试者安全。 

药物警戒体系及质量管理可参考本规范前述上市后相关要求，并可根据临床试验期

间药物警戒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于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出现的安全性问题，申办者应当及时将相

关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报告国家药品审评机构。鼓励申办者、临床试验机构与国家药品

审评机构积极进行沟通交流。 

第一百一十八条  申办者应当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临床试验期间的安全信息监测和

严重不良事件报告管理；应当制订临床试验安全信息监测与严重不良事件报告操作规

程，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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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负责对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和其他潜

在的严重安全性风险信息进行快速报告。 

第一百一十九条  开展临床试验，申办者可以建立独立的数据监查委员会（数据和

安全监查委员会）。数据监查委员会（数据和安全监查委员会）应当有书面的工作流程，

定期对临床试验安全性数据进行评估，并向申办者建议是否继续、调整或停止试验。 

第一百二十条  临床试验过程中的安全信息报告、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及相关处

理，应当严格遵守受试者保护原则。申办者和研究者应当在保证受试者安全和利益的前

提下，妥善安排相关事宜。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临床试验期间药物警戒活动需要结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

范》等要求。 

第一百二十二条  申办者为临床试验期间药物警戒责任主体，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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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相应法律责任由申办者承担。 

第二节  风险监测、识别、评估与控制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临床试验期间，申办者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向国家药品审评机

构提交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个例报告。 

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于致死或危及生命的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申办者应当

在首次获知后尽快报告，但不得超过 7日，并应在首次报告后的 8日内提交信息尽可能

完善的随访报告。 

对于死亡或危及生命之外的其他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申办者应当在首次获

知后尽快报告，但不得超过 15日。 

提交报告后，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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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第一百二十五条  申办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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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当进行快速报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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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报告申办者，若属于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也应当进行快速报告。 

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与试验药物相关的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也应当进行快速

报告。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个例安全性报告内容应当完整、规范、准确，符合相关要求。 

申办者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提交个例安全性报告应当采用电子传输方式。 

第一百二十七条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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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者也应当作出科学判断，同时尽快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报告。 

一般而言，其他潜在的严重安全性风险信息指明显影响药品获益-风险评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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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虑药品用法改变的或影响总体药品研发进程的信息。 

第一百二十八条  申办者应当对安全性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识别安全风险。个例

评估考虑患者人群、研究药物适应症、疾病自然史、现有治疗方法以及可能的获益-风

险等因素。申办者还应当定期对安全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评估风险。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临床试验期间，申办者应当对报告周期内收集到的与药物相关的

安全性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年度回顾、汇总和评估，按时提交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

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及其附件应当严格按照《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管理规范》

完整撰写，并应包含与所有剂型和规格、所有适应症以及研究中接受试验药物的受试人

群相关的数据。 

原则上，应当将药物在境内或全球首次获得临床试验许可日期（即国际研发诞生日）

作为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报告周期的起始日期。首次提交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

应当在境内临床试验获准开展后第一个国际研发诞生日后两个月内完成。 

当药物在境内外获得上市许可，如申办者需要，可在该药品全球首个获得上市批准

日期的基础上准备和提交安全性更新报告。调整后的首次提交，报告周期不应超过一年。 

第一百三十条  申办者经评估认为临床试验存在一定安全风险的，应当采取修改临

床试验方案、修改研究者手册、修改知情同意书等风险控制措施；评估认为临床试验存

在较大安全风险的，应当主动暂停临床试验；评估认为临床试验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

应当主动终止临床试验。 

修改临床试验方案、主动暂停或终止临床试验等相关信息，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及时

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进行更新。 

第一百三十一条  申办者应当对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论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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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本规范下列术语的含义：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

应。 

信号：是指来自一个或多个来源的，提示药品与事件之间可能存在新的关联性或已

知关联性出现变化，且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评估的信息。 

药品不良反应聚集性事件：是指同一批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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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不良反应，呈现聚集性特点，且怀疑与质量相关或可能存

在其他安全风险的事件。 

已识别风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与关注药品有关的风险。 

潜在风险：有依据怀疑与关注药品有关，但这种相关性尚未得到证实的风险。 

第一百三十三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疫苗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等药物警戒活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本规范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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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

的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9e1eec1fc2b7c421  发布日期:2021 年 05 月 14 日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缺失或表意不明确是导致儿科不规范处方行为和不合理用药引发儿童用

药安全有效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促进企业有序开展起草和完善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相

关工作，药审中心起草了《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

则》。经征求中心内部各相关专业及部分儿科医疗机构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邮箱： 

  联系方式：zhanghao@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附件 1 ：附件 1-《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征求

意见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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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的公示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6f0ee2c44d684170  发布日期:2021 年 05 月 17 日 

     根据国家局2019年3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 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三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

为更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

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年 5月 13日～2021年 5月 26 日（10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5月 13 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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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1  他克莫司注射液 Tacrolimus injection 1ml:5mg 
Astellas Pharma Co.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2  利福昔明片 
Rifaximin Tabiels/ 

Xifaxan 
200mg Alfasigma S.p.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3  

脂肪乳（20%）/ 

氨基酸（15）/

葡萄糖（30%）注

射液 

Lipid Emulsion 

(20%)/Amino Acids(15) 

and Glucose (30%) 

Injection/Clinome 

1000ml：[脂肪乳注射

液(20%)200ml；复方

氨基酸（8.5%,15AA）

注射液 400ml；葡萄糖

注射液（30%）400ml]；

1500ml: [脂肪乳注射

液(20%)300ml；复方

氨基酸（8.5%，15AA）

注射液 600ml；葡萄糖

注射液（30%）600ml] 

BAXTER S.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4  
左甲状腺素钠口

服溶液 

Levothyroxine Sodium 

Oral Solution 

/Thyquidity 

100µg/5ml EMP LEVO US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5  
氯巴占口服混悬

液 

Clobazam Oral 

Suspension/ Onfi 

2.5mg/ml

（120ml:300mg） 

Lundbeck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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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6  雌二醇片 Estradiol Tablets 1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7  
盐酸丙美卡因滴

眼液 

Proparaca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 

0.5%（15ml） Akorn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8  
法莫替丁氯化钠

注射液 

Famotidin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0.4mg/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ration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9  
骨化三醇口服溶

液 

Calcitriol Oral 

Solution 
15μg:15mg 

Validus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10  
枸橼酸西地那非

干混悬剂 

Sildenafil Sitrate 

For Oral Suspension 
10mg/mL Upjohn EES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11  
预充式甲氨蝶呤

注射液 

Methotrexate Disodium 

Solution For 

Injection In 

Pre-Filled 

Syringe/Metoject 、

Metex 

50mg/ml Medac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12  恩扎卢胺片 Enzalutamide Tablets 80mg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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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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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13  酮洛芬凝胶贴膏 Ketoprofen Cataplasms 30mg,10cm×14cm 久光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4  
盐酸替扎尼定颗

粒 

Tizanidine 

Hydrochloride 

Granules / Ternelin 

0.2%（1g 颗粒含替扎

尼定 2mg） 

サン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5  度米芬含片 
Domiphen bromide 

Buccal Tablets/Oradol 
0.5mg 

武田テバ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6  罗沙司他片 
Roxadustat Tablets/ 

Evrenzo 
20mg Fibro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7  罗沙司他片 
Roxadustat Tablets/ 

Evrenzo 
50mg Fibro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8  罗沙司他片 
Roxadustat Tablets/ 

Evrenzo 
100mg Fibro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9  匹可硫酸钠片 

Sodium Picosulfate 

Tablets/ラキソベロン

錠 2.5mg 

2.5mg 
帝人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20  酮康唑乳膏 Ketoconazole Cream 2%，30g/支 Janssen-Cilag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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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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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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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增补）（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21  
左西孟旦注射

液 
Levosimendan Injection 5ml:12.5mg Orion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22  
盐酸艾司洛尔

氯化钠注射液 

Esmolol Hydrochlorid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100ml:盐酸艾司洛

尔2g与氯化钠 0.41g 

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3-23  
钆贝葡胺注射

液 

Gadobenate 

Dimeglumine Injection 

10.58GM/20ML

（529MG/ML） 
Bracco Diagnostic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4  
注射用右雷佐

生 

Dexrazoxane for 

Injection/Totect 
500mg Clini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5  来那度胺胶囊 
Lenalidomide 

Capsules/Revlimid 
10mg Celgen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6  来那度胺胶囊 
Lenalidomide 

Capsules/Revlimid 
25mg Celgen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7  

依非韦伦拉米

夫定替诺福韦

片 

Efavirenz Lamivudine 

and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Tablets/Symfi 

每 片 含 依 非 韦 伦

600mg、拉米夫定

300mg 和富马酸替

诺 福 韦 二 吡 呋 酯

300mg 

Mylan Laboratorie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8  
氯化钾口服溶

液 

Potassium Chloride Oral 

Solution  

20mEq/15ml 

（473ml） 

Genus Life Scienc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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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29  雷米普利片 
Ramipril Tablets/ 

Tritace 
2.5mg Sanofi Belgium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0  雷米普利片 
Ramipril Tablets/ 

Tritace 
5mg Sanofi Belgium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1  
盐酸阿莫罗芬

搽剂 

Amorolfine 

Hydrochloride Liniment 
0.05% Galderma Internationa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2  

多种油脂肪乳

注射液（C6～

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24） 
10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3  

多种油脂肪乳

注射液（C6～

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24） 
5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4  

多种油脂肪乳

注射液（C6～

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24） 
25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5  

多种油脂肪乳

注射液（C6～

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C6～24） 
1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6  

膀胱灌注用盐

酸氨酮戊酸己

酯及专用溶剂 

Hexaminolevulinate 

Hydrochloride Powder 

And Solvent For 

Intravesical 

Solution/Hexvix 

85mg Ipsen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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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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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37  
地夸磷索钠滴

眼液 

Diquafosol Sodium Eye 

Drops/Diquas 
3%（5ml:150mg） 参天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38  
硫糖铝口服混

悬液 

Su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Ulcerlmin 
10ml:1g（10%） 

富士化学工业株式会

社 

未进口的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43-39  
匹可硫酸钠口

服溶液 

Sodium Picosulfate Oral 

Solution/Laxoberon 
7.5mg/ml Sanofi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40  氯巴占片 
Clobazam 

Tablets/Frisium 
10mg Aventis Pharma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 年第 230 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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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 品 通

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3-41  

注 射 用

磷 酸 肌

酸钠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for 

Injection/Neoton（里

尔统） 

1g 
Alfasigma 

Romania S.R.L. 

国 内 上

市 的 原

研药品 

原 研 进

口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已纳入《第一批国家重

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相

关安全有效性数据有限，审议未

通过。 

43-42  

盐 酸 丙

美 卡 因

滴眼液 

Proparaca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 

 15ml：75mg Alcon NV  
进 口 仿

制药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进口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

未通过。 

43-43  
雌 二 醇

片 
Estradiol Tablets 0.5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 际 公

认 的 同

种药品 

美 国 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该规格不符合国内用法用量，

审议未通过。 

43-44  
雌 二 醇

片 
Estradiol Tablets 2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 际 公

认 的 同

种药品 

美 国 橙

皮书 
同上。 

43-45  
钆 布 醇

注射液 

Gadobutrol Injection 

/Gadovist 
1.20944g/2ml 

Bayer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与已发布参

比制剂浓度相同，仅装量不同，

审议未通过。 

43-46  
钆 布 醇

注射液 

Gadobutrol Injection 

/Gadovist 
6.0472g/10ml 

Bayer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同上。 

43-47  
钆 布 醇

注射液 

Gadobutrol Injection 

/Gadovist 
18.1416g/30ml 

Bayer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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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品 通

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3-48  
钆 布 醇

注射液 

Gadobutrol Injection 

/Gadovist 
39.3068g/65ml 

Bayer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Inc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同上。 

43-49  

醋 酸 甲

羟 孕 酮

片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Tablets 
2.5mg 

Pharmacia and 

Upjohn Co.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与国内规格

和用法用量不匹配，审议未通过。 

43-50  

醋 酸 甲

羟 孕 酮

片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Tablets 
5mg 

Pharmacia and 

Upjohn Co.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美 国 橙

皮书 
同上。 

43-51  
肝 素 钠

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Injection 
2ml:2000 Usp U 

FreseniusKabi 

USA,LLC 

国 际 公

认 的 同

种药品 

美 国 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与国内

已获批规格不同，不适用于国内

本品的一致性评价，审议未通过。 

43-52  

奥 沙 利

铂 注 射

液 

Oxaliplatin Injection 50mg/10ml 

Qilu 

Pharmaceutical Co 

Ltd（齐鲁制药有

限公司） 

 
美 国 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美国上市

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

审议未通过。 

43-53  
萘 丁 美

酮片 

Nabumetone 

Tablets/Relifex 
500mg 

Mylan IRE 

Healthcare Limited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欧 盟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上市时间较早，临床安

全有效性数据有限，且临床上已

有更优品种替代，审议未通过。 

43-54  

硝 呋 太

尔 制 霉

菌 素 阴

道软膏 

Nifuratel and 

Nystatin Vaginal 

Cream 

每 100g 软膏中

含 硝 呋 太 尔

10g，制霉菌素

400 万单位 

Polichem S.R.L./ 

Polichem SA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欧 盟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

囊已公布参比制剂，本品为已公

布参比制剂的改剂型产品，且未

改变给药途径，无明显临床优势，

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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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品 通

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3-55  

亚 硒 酸

钠 注 射

液 

Sodium Selenite 

Injection 

/Selenase 

100μg:2mL 

Biosyn 

Arzneimittel 

GmbH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欧 盟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

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

过。 

43-56  
巴 柳 氮

钠胶囊 

Balsalazide Disodium 

Capsules/ Colazide 
750mg Almirall S.A.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欧 盟 上

市 

本品已于第 31 批审议未通

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

收到企业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专家维持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

过。 

43-57  

左 甲 状

腺 素 钠

口 服 溶

液 

Levothyroxine 

Sodium Oral Solution  

0.025mg/5ml 、

0.050mg/5ml 、

0.100mg/5ml 

Mercury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欧 盟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欧盟上市

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

审议未通过。 

43-58  

注 射 用

头 孢 唑

林钠 

Cefazolin Sodium for 

Injection/Kefzol 
2g 

Astro-Pharma 

GmbH 
 

欧 盟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地位不

明确，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3-59  
克 拉 霉

素片 

Clarithromycin 

Tablets /Klacid 
50mg 

日本大正制药株

式 会 社 /Taisho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本品已于第 35 批审议未通

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

收到企业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专家维持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

过。 

43-60  

小 儿 托

西 酸 舒

他 西 林

颗粒 

Sultamicillin Tosilate 

Granules/Unasyn 

10% （ 1g ：

10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

会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目前国内已批准的托西酸舒

他西林颗粒用法用量包括成人和

儿童，可满足临床儿童用药需求，

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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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品 通

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3-61  
谷 胱 甘

肽片 

Glutathione 

Tablets/Tathion 
50mg 

長生堂製薬株式

会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在日本上市时间（1967

年）较早，且欧美均未有同品种

上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3-62  
谷 胱 甘

肽片 

Glutathione 

Tablets/Tathion 
100mg 

長生堂製薬株式

会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63  

乌 司 他

丁 注 射

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25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原料为新鲜人尿，原料

来源难以有效控制，存在潜在病

毒风险；且本品组成不确定，质

量可控性较差；安全性、有效性

存在风险，审议未通过。 

43-64  

乌 司 他

丁 注 射

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50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65  

乌 司 他

丁 注 射

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100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66  

头 孢 氨

苄 细 粒

剂 

Cefalexin Fine 

Granules for Syrup/ 

Keflex  

100mg/g 
共和薬品工業株

式会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已发布的头孢氨苄干混悬剂

的参比制剂基本能覆盖儿童患者

所需的用法用量，审议未通过。 

43-67  

阿 立 哌

唑 口 崩

片 

Aripi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3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与我国

已获批规格不同。其 5-30mg/日

剂量范围适宜我国患者使用，无

剂量调整需要，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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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通

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3-68  

阿 立 哌

唑 口 崩

片 

Aripi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6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69  

阿 立 哌

唑 口 崩

片 

Aripi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12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70  

阿 立 哌

唑 口 崩

片 

Aripi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24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71  

注 射 用

盐 酸 美

法仑（附

带 专 用

溶剂） 

Melphala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Alkeran 

50mg 
アスペンジャパ

ン株式会社 

未 进 口

原 研 药

品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Evomela 是 Alkeran 的改良产

品，安全性更好，审议未通过。 

43-72  
肝 素 钙

注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２万単位/20mL 

沢井製薬株式会

社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

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

且临床上已有效果更好、不良反

应更小的药品替代，审议未通过。 

43-73  
肝 素 钙

注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５万単位/50mL 

沢井製薬株式会

社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74  
肝 素 钙

注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10 万 単 位

/100mL 

沢井製薬株式会

社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75  

肝 素 钙

皮 下 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２ 万 単 位

/0.8mL 

沢井製薬株式会

社 

 
日 本 上

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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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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6  

肝 素 钙

皮 下 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1 万単位/0.4mL 

沢井製薬株式会

社 

 
日 本 上

市 
同上。 

43-77  

注 射 用

维 库 溴

铵 

Vecuronium Bromide 

For Injection 
4mg 

富士製薬工業株

式会社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

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

审议未通过。 

43-78  

注 射 用

哌 拉 西

林 钠 他

唑 巴 坦

钠 

Tazobactam and 

Piperacillin for 

Injection/ Zosyn 

4.5g 1 套（含

100mL 生理盐

水） 

大鵬薬品工業株

式会社；富士フイ

ルム富山化学株

式会社 

 
日 本 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国家局已发布本品参比制剂，

因粉液双室袋用途不广泛，且成

本高，审议未通过。 

43-79  

阿 糖 胞

苷 注 射

液 

Cytarabine 

Injection/Dbl 
100mg/ml 

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 
 

澳 大 利

亚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澳大利亚

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

地位，审议未通过。 

43-80  

奈 替 米

星 滴 眼

液 

Netilmicin Sulfate 

Eye Drops/Nettacin 

Collirio 

0.30% S.I.F.I. S.p.A.  
意 大 利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地位不

明，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不够充

分，临床试验样本量过小，审议

未通过。 

43-81  

阿 立 哌

唑 长 效

肌 肉 注

射剂 

Aripiprazole Powder 

and Solvent for 

Prolonged-release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 

400mg 

Abdi İbrahim 

Otsuka İlaç San. ve 

Tic. A. 

 
土 耳 其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本品已发布多个来源参比制

剂，拟申请产品不具有参比制剂

地位，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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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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2  

富 马 酸

比 索 洛

尔片 

Bisoprolol Fumarate 

Tablets 
5mg 

默克制药（江苏）

有限公司 

经 审 核

确 定 的

国 外 原

研 企 业

在 中 国

境 内 生

产 的 药

品 

原 研 地

产化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基于申请人提交的自证资料，

暂不支持其作为参比制剂，审议

未通过。 

43-83  

注 射 用

阿 糖 胞

苷 

Cytarabine for 

Injection 
0.1g，0.5g 

辉瑞制药（无锡）

有限公司 

经 审 核

确 定 的

国 外 原

研 企 业

在 中 国

境 内 生

产 的 药

品 

原 研 地

产化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基于申请人提交的自证资料，

暂不支持其作为参比制剂，审议

未通过。 

43-84  

注 射 用

盐 酸 伊

达比星 

Id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5mg，10mg 
辉瑞制药(无锡)有

限公司 

经 审 核

确 定 的

国 外 原

研 企 业

在 中 国

境 内 生

产 的 药

品 

原 研 地

产化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

议，基于申请人提交的自证资料，

暂不支持其作为参比制剂，审议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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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醋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19.jhtml             时间: 2021-05-27 

 

我委拟修订醋酸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订

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

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

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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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5月 27日 

 

附件：  醋酸钠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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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19.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7/wKgBcWCrZ32AZbVNAAUHg3oO1dI086.pdf?token=c9c724e0811dc202024d86359ffdaa35&ts=1621846059


 

关于氢氧化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20.jhtml               时间: 2021-05-27 

 

我委拟修订氢氧化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

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

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

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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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5月 27日 

附件：  氢氧化钠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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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2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7/wKgBcWCrXSeAeXANAAQXqKNJSyg366.pdf?token=1de866d40bd4a60f827922fd212556e9&ts=1621843413


 

关于水杨酸甲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0.jhtml         时间: 2021-05-27 

 

  我委拟制定水杨酸甲酯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

拟制定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

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

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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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5月 27日 

附件：  水杨酸甲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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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0.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7/wKgBcWCrdXqAO59RAALK2iEflvQ855.pdf?token=e234bb3253af834b121a22d1d3c2edbc&ts=1621849640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药品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528171603115.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5月 2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进一步规范药品检查行为，推动药品监管工作尽快适应新

形势，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药品检查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予印发。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

则，细化工作要求，组织做好药品生产经营及使用环节检查，持续加强监督管理，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

任。 

  二、 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建立和完善药品质量

保证体系，强化药品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保障药品生产经营持续合法合规，切实履行药品质量主

体责任。 

  三、 本《办法》对疫苗、血液制品巡查进行了一般规定，此类药品巡查工作有专门规定的，应当

从其规定。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3年 4月 24日发布的《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和 2011年 8月 2日发布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同

时废止。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5月 24 日 

药品检查管理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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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528171603115.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2219334820707967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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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检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检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药品的生

产、经营、使用环节实施的检查、调查、取证、处置等行为。 

境外生产现场的检查按照《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药品检查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

相关单位遵守法律法规、执行相关质量管理规范和药品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的行为。 

第四条  药品检查应当遵循依法、科学、公正的原则，加强源头治理，严格过程

管理，围绕上市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开展。 

涉及跨区域的药品检查，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衔

接配合和检查信息互相通报，可以采取联合检查等方式，协同处理。 

第五条  国家药监局主管全国药品检查管理工作，监督指导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药品生产、经营现场检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负责承担疫苗、血液制品巡查，分析评估

检查发现风险、作出检查结论并提出处置建议，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检查

机构质量管理体系的指导和评估以及承办国家药监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等相关检查；指

导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药品零售企业、使用单位的检查，组织查处区域内的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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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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开展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零售企业、使用单位的检

查，配合国家和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检查。 

第六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检查时，有关单位及个人应当接受检查，积

极予以配合，并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记录、票据、数据、信息等相关资料，不得以任

何理由拒绝、逃避、拖延或者阻碍检查。 

第七条  根据检查性质和目的，药品检查分为许可检查、常规检查、有因检查、

其他检查。 

（一）许可检查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药品生产经营许可申请审查过程中，

对申请人是否具备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条件开展的检查。 

（二）常规检查是根据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年度检查计划，对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使用单位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执行相关质量管理规范以及有关标准情况开展的监督检查。 

（三）有因检查是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

使用单位可能存在的具体问题或者投诉举报等开展的针对性检查。 

（四）其他检查是除许可检查、常规检查、有因检查外的检查。 

第八条  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药品检查，必要时可以通知被检查单

位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派出人员参加检

查。 

 

第二章  检查机构和人员 

第九条  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置或者指定的药品检查机构，依据国家药

品监管的法律法规等开展相关的检查工作并出具《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负责

职业化专业化检查员队伍的日常管理以及检查计划和任务的具体实施。药品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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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部门设立或者指定的药品检验、审评、评价、不良反应监测等其他机构为药品检查提

供技术支撑。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布置检查任务或者自行组织检查，

以及根据《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作出处理。 

第十条  药品检查机构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药品检查工

作，保证药品检查质量。 

第十一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实行检查

员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制定不同层级检查员的岗位职责标准以及综合素质、检查能力

要求，确立严格的岗位准入和任职条件。 

第十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负责建立检查员库和检查员信

息平台，实现国家级和省级、市县级检查员信息共享和检查工作协调联动。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统筹调配检查员开展检查工作。上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调配使用下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的检查员；下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在工作中遇到复杂疑难问题，可以申请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检查员

现场指导。 

第十三条  药品检查有关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廉洁纪律和工作要求，不

得向被检查单位提出与检查无关的要求，不得与被检查单位有利害关系。 

第十四条  药品检查有关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严格管理涉密资料，严防

泄密事件发生。不得泄露检查相关信息及被检查单位技术或者商业秘密等信息。 

 

第三章  检查程序 

第十五条  派出检查单位负责组建检查组实施检查。检查组一般由 2名以上检查

员组成，检查员应当具备与被检查品种相应的专业知识、培训经历或者从业经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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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必要时可以选派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检查工作。 

检查组中执法人员不足 2名的，应当由负责该被检查单位监管工作的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派出 2名以上执法人员参与检查工作。 

第十六条  派出检查单位在实施检查前，应当根据检查任务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

查事项、时间和检查方式等，必要时，参加检查的检查员应当参与检查方案的制定。检查

组应当按照检查方案实施现场检查。检查员应当提前熟悉检查资料等内容。 

第十七条  检查组到达被检查单位后，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出示执法证明文件或者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权开展检查的证明文件。 

第十八条  现场检查开始时，检查组应当召开首次会议，确认检查范围，告知检

查纪律、廉政纪律、注意事项以及被检查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采取不预先告知检查方式的除外。 

第十九条  检查组应当严格按照检查方案实施检查，被检查单位在检查过程中应

当及时提供检查所需的相关资料，检查员应当如实做好检查记录。检查方案如需变更

的，应当报经派出检查单位同意。检查期间发现被检查单位存在检查任务以外问题的，

应当结合该问题对药品整体质量安全风险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第二十条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被检查单位的产品、中间

体、原辅包等按照《药品抽样原则及程序》等要求抽样、送检。 

第二十一条  检查中发现被检查单位可能存在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执法人员应

当立即固定相关证据，检查组应当将发现的问题和处理建议立即通报负责该被检查单

位监管工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派出检查单位，负责该被检查单位监管工作的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三日内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作出是否暂停生产、销售、

使用、进口等风险控制措施的决定，同时责令被检查单位对已上市药品的风险进行全

面回顾分析，并依法依规采取召回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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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查单位是受托生产企业的，负责该被检查单位监管工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责令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已上市药品采取相应措施。被检查单位是跨区域受

托生产企业的，检查组应当将检查情况通报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上述规定时

限内进行风险评估，作出相关风险控制决定，并责令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采取相应

措施。 

第二十二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应当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分析汇总，客观、

公平、公正地对检查中发现的缺陷进行分级，并召开末次会议，向被检查单位通报现

场检查情况。 

第二十三条  被检查单位对现场检查通报的情况有异议的，可以陈述申辩，检查

组应当如实记录，并结合陈述申辩内容确定缺陷项目。 

检查组应当综合被检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以及品种特性、适应症或者功

能主治、使用人群、市场销售状况等因素，评估缺陷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及危害发生的

可能性，提出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施的处理建议。 

上述缺陷项目和处理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体现，并经检查组成员和被检查单位负

责人签字确认，由双方各执一份。 

第二十四条  检查组应当根据缺陷内容，按照相应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定，提出现

场检查结论，并将现场检查结论和处理建议列入现场检查报告，检查组应当及时将现

场检查报告、检查员记录及相关资料报送派出检查单位。 

第二十五条  缺陷分为严重缺陷、主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其风险等级依次降低。 

对药品生产企业的检查，依据《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确定缺陷

的风险等级。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出现前次检查发现缺陷的，风险等级可以升级。 

对药品经营企业的检查，依据《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确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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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等级。药品经营企业重复出现前次检查发现缺陷的，风险等级可以升级。 

第二十六条  现场检查结论和综合评定结论分为符合要求、基本符合要求、不符

合要求。 

第二十七条  药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结论和综合评定结论的评定标准： 

（一）未发现缺陷或者缺陷质量安全风险轻微、质量管理体系比较健全的，检查

结论为符合要求。 

（二）发现缺陷有一定质量安全风险，但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健全，检查结论为基

本符合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MP）要求有偏离，可能给产品质量带

来一定风险； 

2.发现主要缺陷或者多项关联一般缺陷，经综合分析表明质量管理体系中某一系

统不完善。 

（三）发现缺陷为严重质量安全风险，质量体系不能有效运行，检查结论为不符

合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对使用者造成危害或者存在健康风险； 

2.与 GMP要求有严重偏离，给产品质量带来严重风险； 

3.有编造生产、检验记录，药品生产过程控制、质量控制的记录和数据不真实； 

4.发现严重缺陷或者多项关联主要缺陷，经综合分析表明质量管理体系中某一系

统不能有效运行。 

第二十八条  药品经营企业现场检查结论和综合评定结论的评定标准： 

（一）未发现缺陷的，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 

（二）发现一般缺陷或者主要缺陷，但不影响整体药品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不对药品

经营环节药品质量造成影响，检查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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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SP）有偏离，会引发低等级质量安全

风险，但不影响药品质量的行为； 

2.计算机系统、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不完善，结合实际经综合分析判定只对药品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产生一般影响。 

（三）发现严重缺陷，或者发现的主要缺陷和一般缺陷涉及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可能引发较严重质量安全风险，检查结论为不符合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1.企业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未负责药品质量管理工作，不能正常履行职

责； 

2.企业一直未按 GSP要求使用计算机系统； 

3.储存、运输过程中存在对药品质量产生影响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派出检查单位应当在自收到现场检查报告后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

形成综合评定结论。药品检查机构根据综合评定结论出具《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

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综合评定结论告知被检查单位。 

第三十条  《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应当包括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信息、企

业名称、地址、实施单位、检查范围、任务来源、检查依据、检查人员、检查时间、

问题或者缺陷、综合评定结论等内容。 

《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的格式由药品检查机构制定。 

第三十一条  药品检查机构组织的检查按照本程序执行。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自行开展的检查，除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程序外，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简化其他程序。 

第三十二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被检查单位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针对缺陷项目

进行整改；无法按期完成整改的，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并作为对应缺陷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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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列入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应当提交给派出检查单位。 

整改报告应当至少包含缺陷描述、缺陷调查分析、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整改审

核、整改效果评价等内容，针对缺陷成因及风险评估情况，逐项描述风险控制措施及

实施结果。 

被检查单位按照整改计划完成整改后，应当及时将整改情况形成补充整改报告报

送派出检查单位，必要时，派出检查单位可以对被检查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

查。 

 

第四章  许可检查 

第一节  药品生产许可相关检查 

第三十三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前，应当制定现

场检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现场检查。制定工作方案及实施现场检查工作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 

第三十四条  首次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按照 GMP有关内容开展现场检查。 

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重新发放的，结合企业遵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GMP 和

质量体系运行情况，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开展 GMP 符合性检查。 

原址或者异地新建、改建、扩建车间或者生产线的，应当开展 GMP 符合性检查。 

申请药品上市的，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根据需要

开展上市前的 GMP符合性检查。 

第三十五条  综合评定应当在收到现场检查报告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二节  药品经营许可相关检查 

第三十六条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实施药品批发企业、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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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连锁总部现场检查前，应当制定现场检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现场检查。制定

工作方案及实施现场检查工作时限为 15个工作日。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药品零售企业现场检查前，应当制定现场检查工作

方案，并组织实施现场检查。制定工作方案及实施现场检查工作时限为 10个工作日。 

第三十七条  首次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和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许可事项

变更且需进行现场检查的，依据 GSP及其现场检查指导原则、许可检查细则等相关标

准要求开展现场检查。 

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重新发放的，结合企业遵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GSP 和

质量体系运行情况，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开展 GSP 符合性检查。 

第三十八条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许可检查，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门店数量小于或

者等于 30 家的，按照 20%的比例抽查，但不得少于 3 家；大于 30 家的，按 10%比例

抽查，但不得少于 6 家。门店所在地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合组织许可检查

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开展检查。被抽查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门

店如属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必要时，组织许可检查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可以开展联合检查。 

第三十九条  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的许可检查综合评定应当在收到

现场检查报告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 

药品零售企业的许可检查综合评定应当在收到现场检查报告报告后 5个工作日内

完成。 

 

第五章  常规检查 

第四十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风险原则制定药品检查计划，确定被检查单位

名单、检查内容、检查重点、检查方式、检查要求等，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年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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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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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应当确定对一定比例的被检查单位开展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风险评估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一）药品特性以及药品本身存在的固有风险；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使用单位药品

抽检情况； 

（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使用单位违法

违规情况； 

（四）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探索性研究、投诉举报或者其他线索提示可能存在质

量安全风险的。 

第四十一条  常规检查包含以下内容： 

（一）遵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合法性； 

（二）执行相关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规范性； 

（三）药品生产、经营、使用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质量管理、风险防控能力； 

（五）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要检查的其他内容。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进行常规检查时可以采取不预先告知的检

查方式，可以对某一环节或者依据检查方案规定的内容进行检查，必要时开展全面检

查。 

第四十二条  检查频次按照药品生产经营相关规章要求执行。 

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放射性药品和医疗用毒性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还应当对企业保障药品管理安全、防止流入非法渠道等有关规定的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 

（一）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每季度检查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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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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一次； 

（二）第二类精神药品生产企业、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全国性批发企业、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原料药批发企

业每半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三）放射性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每年检查不少于一次。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实际情况制定使用单位的检查频次。 

 

第六章  有因检查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经风险评估，可以开展有因

检查： 

（一）投诉举报或者其他来源的线索表明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 

（二）检验发现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 

（三）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提示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 

（四）对申报资料真实性有疑问的； 

（五）涉嫌严重违反相关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 

（六）企业有严重不守信记录的； 

（七）企业频繁变更管理人员登记事项的；  

（八）生物制品批签发中发现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 

（九）检查发现存在特殊药品安全管理隐患的； 

（十）特殊药品涉嫌流入非法渠道的； 

（十一）其他需要开展有因检查的情形。 

第四十四条  开展有因检查应当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事项、时间、人员构成

和方式等。必要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开展有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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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案应当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线索明确检查内容，必要时开展全面检查。 

第四十五条  检查组成员不得事先告知被检查单位检查行程和检查内容。 

检查组在指定地点集中后，应当第一时间直接进入检查现场，直接针对可能存在

的问题开展检查。 

检查组成员不得向被检查单位透露检查过程中的进展情况、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

等相关信息。 

第四十六条  现场检查时间原则上按照检查方案要求执行。检查组根据检查情况，

以能够查清查实问题为原则，认为有必要对检查时间进行调整的，报经组织有因检查

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予以调整。 

第四十七条  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有因检查的，可以适时通知被检查

单位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被检查单位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派员协助检

查，协助检查的人员应当服从检查组的安排。 

第四十八条  组织实施有因检查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查组的指挥，

根据现场检查反馈的情况及时调整检查策略，必要时启动协调机制，并可以派相关人

员赴现场协调和指挥。 

第四十九条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应当及时撰写现场检查报告，并于 5个工作日

内报送组织有因检查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现场检查报告的内容包括：检查过程、发现问题、相关证据、检查结论和处理建

议等。 

 

第七章  检查与稽查的衔接 

第五十条  在违法案件查处过程中，负责案件查办、药品检查、法制部门及检验

检测等部门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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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检查中发现被检查单位涉嫌违法的，执法人员应当立即开展相关调

查、取证工作，检查组应当将发现的违法线索和处理建议立即通报负责该被检查单位

监管工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派出检查单位。负责被检查单位监管工作的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出案件查办人员到达检查现场，交接与违法行为相关的实物、资

料、票据、数据存储介质等证据材料，全面负责后续案件查办工作；对需要检验的，

应当立即组织监督抽检，并将样品及有关资料等寄送至相关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或者进

行补充检验方法和项目研究。 

涉嫌违法行为可能存在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负责被检查单位监管工作的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接收证据材料后，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风险评估，作出

风险控制决定，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已上市药品采取相应风险

控制措施。 

第五十二条  案件查办过程中发现被检查单位涉嫌犯罪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及时移送或通报公安机关。 

 

第八章  跨区域检查的协作 

第五十三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以下简称委托方）

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跨区域委托生产、委托销售、委托储存、委托运输、

药物警戒等质量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可以开展联合检查或者延伸检查。 

第五十四条  跨区域受托企业（以下简称受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对受托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质量管理规范、技

术标准情况开展检查，配合委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监督检查中发现可能属于委托方问题的，应当函告委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委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是否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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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委托方和受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工作协调、

联合检查、行政执法等工作机制。 

第五十六条  开展联合检查的，委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向受托

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出书面联系函，成立联合检查组。联合检查组应当

由双方各选派不少于 2名检查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的组长由委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选派。 

第五十七条  检查过程中发现责任认定尚不清晰的，联合检查组应当立即先行共

同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受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近提供行政执法

和技术支撑，待责任认定清楚后移送相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处理。对存在管

辖权争议的问题，报请国家药监局指定管辖。对跨省检查发现具有系统性、区域性风

险等重大问题的，及时报国家药监局。 

第五十八条  委托方和受托方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受理

及办理药品相关投诉举报。 

第五十九条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登录国家药监局建立的监管信息系统，

依职责采集被检查单位基本信息和品种信息，以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交的年度报

告信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信息，方便本行政区域内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查

询使用。 

第六十条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查处委托方或者受托方的违法违规行

为时，需要赴外省市进行调查、取证的，可以会同相关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联

合检查，也可出具协助调查函请相关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协助调查、取证。协助调

查取证时，协助单位应当在接到协助调查函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协查工作、函

复调查结果；紧急情况下，承办单位应当在接到协助调查函之日起 7个工作日或者根

据办案期限要求，完成协查工作并复函；需要延期完成的，协助单位应当及时告知提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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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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协查请求的部门并说明理由。 

第六十一条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需要开展跨区域联合检查的，参照上述条

款实施。发现重大问题的，及时报上一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九章  检查结果的处理 

第六十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或者综合评定

结论，作出相应处理。 

综合评定结论为符合要求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药品检查机构应当将现场检

查报告、《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整改报告等进行整理归档保

存。 

综合评定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理和风险控制措施，并将现场检查

报告、《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及相关证据材料、整改报告、行政处理和风险控

制控制措施相关资料等进行整理归档保存。 

综合评定结论为不符合要求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第一时间采取暂停生产、

销售、使用、进口等风险控制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除首次申请相关许可证的情形外，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等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并将现场检查报告、《药品检查综合评定报告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行

政处理相关案卷资料等进行整理归档保存。 

第六十三条  被检查单位拒绝、逃避监督检查，伪造、销毁、隐匿有关证据材料

的，视为其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被检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为拒绝、逃避监督检查，伪造、销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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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记录、数据、信息等相关资料： 

（一）拒绝、限制检查员进入被检查场所或者区域，限制检查时间，或者检查结

束时限制检查员离开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如实提供或者延迟提供与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票据、凭

证、电子数据等材料的； 

（三）拒绝或者限制拍摄、复印、抽样等取证工作的； 

（四）以声称工作人员不在或者冒名顶替应付检查、故意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等方

式欺骗、误导、逃避检查的； 

（五）其他不配合检查的情形。 

第六十四条  安全隐患排除后，被检查单位可以向作出风险控制措施决定的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解除风险控制措施的申请，并提交整改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

整改情况组织评估，必要时可以开展现场检查，确认整改符合要求后解除相关风险控

制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公布结果。 

第六十五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和使用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情节严重，所生产、经营、使用的产品足以或者已经造成

严重危害、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及时向上一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本级地方人民政

府报告。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监督指导下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相应的风险

处置工作。 

第六十六条  派出检查单位和检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检查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检查人员未及时上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的； 

（二）派出检查单位未及时对检查人员上报的重大风险隐患作出相应处置措施的； 

（三）检查人员未及时移交涉嫌违法案件线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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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出检查单位未及时协调案件查办部门开展收集线索、固定证据、调查和

处理相关工作的。 

第六十七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监督检查结果。 

第六十八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

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依法依规做好失信行为的认定、记录、

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工作。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  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

的实施细则。 

第七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3 年 4 月

24 日发布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和 2011 年 8 月 2 日发布的《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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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110802120001536.html


 

关于硬脂酸钙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2.jhtml           时间: 2021-05-31 

 

  我委拟修订硬脂酸钙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

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

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

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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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5月 31日 

 

 

附件：  硬脂酸钙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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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2.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8/wKgBcWCwp5-AMipqAAKWnnDCxq8194.pdf?token=cff3106a7bd08a48f34dcbf79a79be52&ts=1622190156


 
 

关于公开征求《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9991ca91cf05078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02 

   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研发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已逐步成为抗肿瘤药物研发过程中极为重要

的一种研发工具。目前已有多个基于生物标志物筛选患者人群的抗肿瘤药物获批上市，为进一步提

高我国抗肿瘤新药研究水平，合理应用生物标志物指导抗肿瘤药物的临床研发，药品审评中心组织

起草了《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以期为国内生

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

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夏琳，宋媛媛 

   联系方式： xialin@cde.org.cn，songyy @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6月 2日 

 

 

附件 1 ：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意见反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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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f9991ca91cf05078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66be873b0184fc2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0f3d331cd60a6c8


 
 

附件 2《生物标志物在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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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

二次）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4.jhtml               时间: 2021-06-02 

 

我委拟修订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适用性，现将拟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第二次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

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

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

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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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6月 02日 

 

 

附件：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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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134.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C8/wKgBcWC0QIaAX9OrAAQ6F5awOk0139.pdf?token=2d10a938093f4ade9578e8a4f724d8eb&ts=1622425908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五批）》的公示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3c135e6257bf198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04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 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五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

为更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

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年 6月 4 日～2021年 6月 18日（10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6月 4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五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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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3c135e6257bf198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8c3b9a8fecde96a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7e732c1ab45fc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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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五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1  
多糖铁复合物胶

囊 

Iron Polysaccharide 

Complex Capsules 
0.15g（以 Fe 计） 

Kremers Urban 

Pharmaceuticals 

Inc.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2  
恩他卡朋双多巴

片（Ⅱ） 

Entacapone,Levodopa 

and Carbidopa Tablets

（Ⅱ） 

左旋多巴 100mg,卡

比多巴 25mg, 恩他

卡朋 200mg 

Orion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3  
结构脂肪乳注射

液（C6~24） 

 Structura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Structolipid

（力文） 

250ml:结构甘油三

酯 50g 
Fresenius Kabi AB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4  
结构脂肪乳注射

液（C6~24） 

 Structura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Structolipid

（力文） 

500ml:结构甘油三

酯 100g 
Fresenius Kabi AB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5  
枸橼酸西地那非

注射液 

Sildenafil Citrate 

Injection / Revatio 

12.5ml:10mg

（0.8mg/ml） 
Upjohn US 1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6  
达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Dapaglifloz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Xigduo XR 

5mg/100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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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7  
达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Dapaglifloz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Xigduo XR 

10mg/100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8  

马来酸非尼拉敏

盐酸萘甲唑啉滴

眼液 

Pheniramine Maleate 

Naphazol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Naphcon-A 

马 来 酸 非 尼 拉 敏

0.3%, 盐酸萘甲唑

啉 0.025% 

Alcon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9  
复方枸橼酸铋钾

胶囊 

Bismuth subcitrate 

potassium, 

Metronidazole and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 

/ Pylera 

次 枸 橼 酸 铋 钾

140mg/盐酸四环素

125mg/甲硝唑 125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10  
乙酰半胱氨酸注

射液 

Acetylcysteine 

Injection /Acetadote 
30ml:6g（200mg/ml） 

Cumberland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11  
对乙酰氨基酚布

洛芬片 

Paracetamol and 

Ibuprofen 

Tablets/Advil Dual 

Action With 

Acetaminophen 

每片含对乙酰氨基

酚 250mg，布洛芬

125mg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Holding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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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12  
丙酸氟替卡松软

膏 

Fluticasone Propionate 

Ointment 
0.005% 

Perrigo New York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13  
吡仑帕奈口服混

悬液 

Perampanel oral 

suspension /Fycompa 
0.5mg/ml Eisai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14  
硫酸沙丁胺醇糖

浆 

Albuterol Sulfate 

Syrup/Ventolin 
2mg/5ml 

Glaxos Mithkline, 

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15  
盐酸帕洛诺司琼

软胶囊 

Palonosetron 

Hydrochloride Soft 

Capsules/Aloxi 

0.5mg（以 C19H24N2O

计） 

Helsinn Birex 

Pharmaceutical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16  泊那替尼片 
Ponatinib 

Tablets/Iclusig 
15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17  卡络磺钠片 

Carbazochrome Sodium 

Sulfonate 

Tablets/Adona 

10mg 
ニ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18  卡络磺钠片 

Carbazochrome Sodium 

Sulfonate 

Tablets/Adona 

30mg 
ニ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19  喷他佐辛注射液 Pentazocine Injection 1ml：30mg 丸石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20  喷他佐辛注射液 Pentazocine Injection 1ml：15mg 丸石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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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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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21  
硫酸特布他林糖

浆 

Terbutaline Sulfate 

Syrup 
0.5mg/ml 

アストラゼネカ株式

会社/Astrazenec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22  
盐酸甲氧氯普胺

注射液 

Metoclopramid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mg/2ml 日医工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23  聚卡波非钙片 
Calcium Polycarbophil 

Tablets/ Polyful  
500mg 

マイラン EPD 合同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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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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增补）（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24  甲巯咪唑片 
Thiamazole Tablets 

/Thyrozol（赛治） 
10mg Merck Serono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25  利伐沙班片 
Rivaroxaban 

Tablets/Xarelto 
2.5mg Bayer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5-26  
奥美沙坦酯氨氯

地平片 

Olmesartan Medoxomil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每片含奥美沙坦酯

20mg 和苯磺酸氨氯

地平 5mg（以氨氯地

平计） 

第一三共制药（上海）

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5-27  
雷贝拉唑钠肠溶

片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Aciphex 

20mg Eisai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28  
二甲双胍恩格列

净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Tablets/Synjardy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

胍 1000mg 与恩格列

净 5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29  
二甲双胍恩格列

净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Tablets/Synjardy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

胍 1000mg 与恩格列

净 12.5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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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30  恩扎卢胺片 Enzalutamide Tablets 80mg 
Astellas Pharma U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31  恩扎卢胺片 Enzalutamide Tablets 40mg 
Astellas Pharma U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32  波生坦片 
Bosentan 

Tablets/Tracleer 
125mg 

Actelion 

Pharmaceutical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33  

盐酸肾上腺素注

射液 /肾上腺素

注射液 

Epinephrine 

Injection/Epinephrine

（Copackaged） 

1mg/10mL

（0.1mg/mL） 
Hospir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5-34  
泮托拉唑钠肠溶

片 

Pantoprazole 

Enteric-Coated Tablets 
40mg Taked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35  
二甲双胍恩格列

净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Tablets/Synjardy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

胍 850mg 与恩格列

净 5mg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36  
注射用唑来膦酸

浓溶液 

Zoledronic Acid 

Concentrated Solution 

for Injection/Zometa 

5ml:4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37  替莫唑胺胶囊 
Temozolomide 

Capsules/Temodar 
2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38  替莫唑胺胶囊 
Temozolomide 

Capsules/Temodar 
10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39  注射用右雷佐生 
Dexrazoxane for 

Injection/Cardioxane 
500mg Clinigen Healthcare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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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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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40  
盐酸艾司洛尔注

射液 

Esmolol Hydrochloride 

Injection/Brevibloc 
10ml：100mg 

Baxter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1  波生坦片 
Bosentan 

Tablets/Tracleer 
125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2  
丁丙诺啡纳洛酮

舌下片 

Buprenorphine 

Hydrochloride and 

Naloxone 

Hydrochloride 

Sublingual Tablets 

丁丙诺啡 2mg/纳洛

酮 0.5mg（均以碱基

计） 

Indivior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3  
丁丙诺啡纳洛酮

舌下片 

Buprenorphine 

Hydrochloride and 

Naloxone 

Hydrochloride 

Sublingual Tablets 

丁丙诺啡 8mg/纳洛

酮 2mg（均以碱基

计） 

Indivior Europ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4  
盐酸氮卓斯汀滴

眼液 

Azelast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Allergodil 

0.5mg/ml（6ml） 
MEDA Pharma GmbH 

& Co. K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5  
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片（8:1） 

Amoxicillin and 

Clavulanate Potassium 

Tablets/Augmentin  

500mg/62.5mg(8:1) GlaxoSmithKline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5-46  氟尿嘧啶注射液 Fluorouracil Injection 20ml：0.5g Hospira UK Limite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欧盟上市 

45-47  
拉坦前列素滴眼

液 

Latanoprost Eye 

Drops/Xalatan 
0.005%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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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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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5-48  
注射用氟氧头孢

钠 

Flomoxef Sodium for 

Injection/Flumarin 
1.0g 塩野義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5-49  
双氯芬酸二乙胺

乳胶剂 

Diclofenac 

Diethylamine 

Emulgel/Voltarol 

2.32%（20g：0.464g、

30g：0.696g、50g：

1.16g、100g：2.32g）

（以 C18H22Cl2N2O2

计）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UK)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8-180 盐酸替扎尼定片 

Tizani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Zanaflex 

4mg（按 C9H8ClN5S

计） 

ACORDA 

THERAPEUTICS 

INC/Covis Pharma 

BV/Covis Pharma 

GmbH 

美国橙皮书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Covis 

Pharma 

BV/Covis 

Pharma GmbH 

14-5 
卡马西平缓释胶

囊 

Carbamazepin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100mg 

Shire Development 

Inc/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Takeda 

Pharmaceutical

s Usa Inc 

23-236 注射用赖氨匹林 
Lysine Acetylsalicylate 

For Injection/Aspegic 

500mg/5ml（以乙酰

水杨酸计） 

Sanofi Aventis 

France/Sanofi Belgium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 加 持 证 商

Sanofi 

Belgiu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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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35-21 
复方磺胺甲噁唑

注射液 

Sulfamethoxazole and 

Trimethoprim Injection/ 

Bactrim 

5ml ，磺胺甲噁唑

80mg/ml，甲氧苄啶

16mg/ml 

Roche S.p.A / 

Eumedica 

Pharmaceuticals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持证

商 Eumedica 

Pharmaceutical

s GmbH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 年第 230 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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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5-50  

硫酸庆大

霉素注射

液 

Gentamicin Sulfate 

Injection 
10mg/mL 

Fresenius Kabi 

USA LL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中

处方中含有抑菌剂和抗氧

剂，安全性数据缺乏证据支

持，审议未通过。 

45-51  

硫酸庆大

霉素注射

液 

Gentamicin Sulfate 

Injection 
40mg/mL 

Fresenius Kabi 

USA LL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45-52  

注射用乳

糖酸克拉

霉素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Clarithromycin/ 

Klaricid、Klacid、Biclar、

Zeclar 

500mg Mylan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缺

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

据，审议未通过。 

45-53  

注射用乳

糖酸克拉

霉素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Clarithromycin/ Klaricid 

500mg 
Mylan Products 

Limited 
 

英国上

市 
同上。 

45-54  

复方三苄

糖苷利多

卡因软膏 

Tribenoside and 

Lidocaine Ointment 

/Borraza-G ointment 

271.2mg (三苄

糖 苷 ) 和

54.2mg (利多卡

因) /2.4g 

天藤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缺

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

据，审议未通过。 

45-55  
复方牛磺

酸滴眼液 

Compound Taurine Eye 

Drops/ Rohto Kodomo 
15 ml 

日本乐敦制药株

式会社有限公司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

研不明确，缺乏完整充分的

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

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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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5-56  
类肝素乳

膏 
Hirudoid Cream  0.3% 玛路弘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上

市时间较早，缺乏完整充分

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

通过。 

45-57  

盐酸去氧

肾上腺素

注射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1:1mg 興和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

日本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

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过。 

45-58  

盐酸去氧

肾上腺素

注射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l:5mg 興和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45-59  

注射用盐

酸头孢替

安 

Cefotiam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Cefapicol 
0.25g 

武田テバ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

日本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

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过。 

45-60  

注射用盐

酸头孢替

安 

Cefotiam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Cefapicol 
0.5g 

武田テバ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45-61  

注射用盐

酸头孢替

安 

Cefotiam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Cefapicol 
1.0g 

武田テバ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45-62  

枸橼酸西

地那非口

溶膜 

Sildenafil Citrate Oral 

Soluble Film 
25mg 

ファイザ—株式

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

研不明确，不具有参比制剂

地位，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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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5-63  
维生素 K

滴剂 

 Vitamin K1 

Drops/Neokay  
1mg Neoceuticals Lt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缺

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

据，审议未通过。 

45-64  

格隆溴铵

新斯的明

注射液 

Glycopyrronium 

Bromide and 

Neostigmine 

Metilsulfate Injection 

1ml: 格隆 溴 铵

0.5mg 与甲硫酸

新斯的明 2.5mg 

Martindale 

Pharma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

英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

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过。 

45-65  
肝素钙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5000UI/0.2ml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法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

法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

参比制剂地位，且临床上已

有效果更好、不良反应更小

的药品替代，审议未通过。 

45-66  
肝素钙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7500UI/0.3ml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法国上

市 
同上。 

45-67  
肝素钙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12500UI/0.5ml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法国上

市 
同上。 

45-68  
肝素钙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20000UI/0.8ml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法国上

市 
同上。 

45-69  
肝素钙注

射液 

Heparin Calcium 

Injection 
25000UI/1ml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法国上

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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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5-70  
苄达赖氨

酸滴眼液 

Bendazac Lysine Eye 

Drops/Bendalina 
0.5%， 0.3ml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 

 
意大利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

研不明确，缺乏完整充分的

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

过。 

45-71  
肌苷注射

液 
Inosine Injection  

5ml： 100mg；

10ml：200mg 

Микроген НПО 

ФГУП 
 

俄罗斯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

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原

研不明确，缺乏完整充分的

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

过。 

45-72  
美他多辛

口服溶液 

Metadoxine Oral 

Solutiong/METADOXIL 
500mg/15ml 

Laboratori 

Baldacci S.P.A.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本品已于第 32 批审议

未通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进

行公示。收到企业提出异议

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

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过。 

45-73  
钆双胺注

射液 

Gadodiamide Injection/ 

Omniscan（欧乃影） 
10ml:2.87g 

GE Healthcare 

AS 

国内上市的

原研药品 

原研进

口 

本品已于第 41 批审议

未通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进

行公示。收到企业提出异议

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

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过。 

45-74  
钆双胺注

射液 

Gadodiamide Injection/ 

Omniscan（欧乃影） 
15ml:4.305g 

GE Healthcare 

AS 

国内上市的

原研药品 

原研进

口 
同上。 

45-75  
钆双胺注

射液 

Gadodiamide Injection/ 

Omniscan（欧乃影） 
20ml:5.74g 

GE Healthcare 

AS 

国内上市的

原研药品 

原研进

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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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

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上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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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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已上市生物制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的通告（2021 年第 40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18125831195.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6月 18日 

    为配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已上市生物制品变更事项及

申报资料要求》，现予发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附件：已上市生物制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1 年 6 月 1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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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18125831195.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2399229966501654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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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已上市生物制品变更事项及申报资料要求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重大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重大变更的事项。 

（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主体变更。 

（四）使用药品商品名。 

（五）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需要审批的其他事项。 

二、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事项（境内生产生物制品报持有人所在地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备案，境外生产生物制品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备案）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中等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中等变更的事项。 

（三）改变不涉及技术审评的药品注册证书载明事项。 

（四）境外生产药品分包装及其变更。 

（五）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需要备案的其他事项。 

三、年报事项 

（一）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药学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微小变更的事项。 

（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属于

微小变更的事项。 

（三）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的需要年报的其他事项。 

四、申报资料要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根据所申请事项，按以下编号及顺序提交申报资料，不适用

的项目应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年报事项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有关年报的相

关规定执行。 

（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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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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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申报药品历次获得的批准文件，应能够清晰了解该品种完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

目前状况。如药品注册证书、补充申请批件、药品标准制修订件等。附件包括上述批件

的附件，如药品的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即制造及检定规程）、说明书、标签及其他附

件。 

（二）证明性文件 

1.境内持有人及境内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营业执照复

印件。 

2.境外持有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药品注册事项的，应当提供委托文

书、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本，以及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境外已上市药品提交其境外上市国家或者地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变

更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除涉及上市许可持有人、上市许可持有人注册

地址、生产企业、生产地址及药品规格变更外，境外上市国家或地区药品管理机构不能

出具有关证明文件的，申请人可以依据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说明。境外生产的药品

注册代理机构发生变更的，应提供境外持有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册关系的文书、公证文

书及其中文译本。 

按照创新型和改良型生物制品批准的境外生产药品，如申请不涉及技术类变更，应

按本项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性文件。 

4.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报资料要求按照《关于发布〈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

法（试行）〉的公告》（2021年 第 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检查检验相关信息 

包括药品研制情况信息表、药品生产情况信息表、现场主文件清单、药品注册临床

试验研究信息表、临床试验信息表以及检验报告。 

（四）修订的药品质量标准、生产工艺、说明书、标签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明。 

（五）药学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药学变更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

研究，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药学研究试验资料

和文献资料，以及必要的原注册申请相关资料。 

（六）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药理毒理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究，根据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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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部分或全部药理毒理研究的试验资料和

必要的国内外文献资料。 

（七）临床研究资料 

按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布的已上市生物制品临床变更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研

究。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各类变更事项的具体要求，分别提供相关资料。要求进行

临床试验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开展临床试验。不要求进行临床试

验的，应提供有关临床资料。 

（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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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fgwj/gzwj/gzwjyp/20210621142436183.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6月 18日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

下简称药审中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超常规建

立“早期介入、持续跟踪、主动服务、研审联动”全天候应急审评审批工作机制，加速推动新冠病毒

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研发上市，充分发挥技术审评对疫情防控的科技支撑作用；主动服务于药监

系统工作大局，紧紧围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贯彻《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推动审评体系和审评能力现代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依法依规科学审评工

作，不断提高审评质量和效率，不断加快新药研发上市步伐，为疫情防控和满足临床急需提供有效药

物保障、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促进作用，保障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可及，药品审评事

业得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一、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审批情况 

  （一）总体完成情况 

  1.全年审评审批完成情况 

  2020 年，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实

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年第 46号，以下简称 46 号公告）及《药品注册管理

办法》相关配套文件，药审中心完成中药（包括民族药，下同）、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审

评审批共 11582件（含器械组合产品 4件，以受理号计，下同），较 2019 年增长 32.67%（如无说明，

以注册申请件数计，下同）。其中，完成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 8606件（含 5674件需药审中心技术

审评和行政审批注册申请），较 2019年增长 26.24%；完成直接行政审批（无需技术审评，下同）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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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申请 2972件。2020年底正在审 

评审批和等待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已由 2015年 9月高峰时的近 22000 件降至 4882件（不含完成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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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8606件需技术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中，化学药注册申请为 6778件，较 2019年增长 25.22%；

中药注册申请 418件，较 2019 年增长 39.33%；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1410件，较 2019年增长 27.72%；

化学药注册申请约占全部技术审评完成量的 78.76%。2016-2020年中药、生物制品、化学药注册申请

审评审批完成情况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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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完成需技术审评的 8606件注册申请中，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 1561 件，

较 2019 年增长 55.94%；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评 289 件，完成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

审评 1700件；完成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申请（以补充申请途

径申报）1136件，较2019年增长 103.22%；完成补充申请技术审评 3250件，较 2019年增长24.19%。

2016-2020年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2。 

 

3.审评通过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 IND申请 1435件，较 2019年增长 54.97%；审评通过 NDA 208

件，较 2019 年增长 26.83%；审评通过 ANDA 918 件；审评通过批准一致性评价申请 577 件，较

2019 年增长 121.92%。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创新药 NDA 20 个品种，审评通过境外生产原研药品 NDA 72 个品种（含

新增适应症品种），具体品种详见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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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结注册申请任务按时限完成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持续优化审评流程，严格审评时限管理，加强项目督导，加快审评速度，

整体审评任务和重点序列审评任务按时限完成率均取得显著提升。全年审结注册申请任务整体

按时限完成率为 94.48%，其中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新药注册申请审结任务整体按时限完成率为

100%，按默示许可受理注册申请的审结任务整体按时限完成率为 99.87%，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

申请 100%在法定的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且审批平均用时 11.8 个工作日。各类注册申请任务按

时限完成情况详见表 1。 

 

2020 年的 NDA年度整体按时限完成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例如：NDA按时限完成率在 2020年

12 月突破 80%，提升至 87.5%；ANDA 按时限完成率在 2020 年 12 月突破 90%，达到 93.85%；纳

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注册申请按时限完成率在 2020 年 10-12 月的月度按时限完成率连续达到 90%

以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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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中药注册申请 418件。其中，完成 IND 申请 37件，完成 NDA 

8件，完成 ANDA 3件。2020 年中药各类注册申请的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3。 

 

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中药 IND申请 28件，审评通过中药 NDA 4件（连花清咳片、筋骨止

痛凝胶、桑枝总生物碱片及桑枝总生物碱）。2020 年中药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的具体情况详见

表 2，2016-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中药 IND申请和审评通过中药 NDA情况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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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的中药 IND 申请 28 件，涉及 10 个适应症领域。其中，呼吸 7

件、骨科 4件、消化 4件，共占 53.57%，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的中药 IND 申请适应症分布详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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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学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2020 年，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学药注册申请 6778 件。其中，完成化学药临床申请（IND

申请和验证性临床）共 1086 件，较 2019 年增长 45.58%；完成化学药 NDA 163 件；完成化学药

ANDA 1697 件；完成一致性评价申请 1136件，较 2019 年增长 103.22%；完成化学药补充申请 2248

件，较 2019年增长 23.72%。2020年化学药各类注册申请的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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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学药注册申请中，审评通过批准 IND 申请 907 件，较 2019 年增长

51.42%；审评通过 NDA 115 件，较 2019年增长 30.68%；审评通过 ANDA 918 件，较 2019年增长

15.33%。2020年化学药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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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学药 IND申请 960件，审评通过批准 IND申请 907件。其中，1类

创新化学药 IND申请 694件（298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 40.77%，品种数较 2019年增长 57.67%。

2016-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化学药 IND申请、1类创新化学药 IND申请情况详见图 7。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 IND申请的 694件 1类创新化学药中，抗肿瘤药物、抗感染药物、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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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系统疾病药物、内分泌系统药物、消化系统疾病药物和风湿性疾病及免疫药物较多，占全部

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的 80.69%。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的 1类创新化学药 IND申请适应症分

布详见图 8。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学药 NDA共 163件。其中，审评通过化药 NDA 115 件，审评通过 1

类创新化学药 NDA 14个品种。2016-2020年审评通过化学药 NDA情况详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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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一致性评价申请共 1136 件，审评通过 577 件。其中，审评通过批准口

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 456 件，审评通过批准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申请 121 件，具体品种详见附

件 3。2018-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的一致性评价申请情况详见图 10。 

 

（四）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2020 年，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共 1410 件。其中，完成预防用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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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申请（预防用 IND 申请）27 件，完成治疗用生物制品 IND 申请（治疗用 IND 申请）537 件，

较 2019年增长 58.88%；完成预防用生物制品 NDA（预防用 NDA）9件，完成治疗用生物制品 NDA

（治疗用 NDA）108 件，完成体外诊断试剂 NDA（体外诊断 NDA）1 件。2020 年生物制品各类注

册申请的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11。 

 

2.审评通过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生物制品 IND 申请 500 件，较 2019 年增长 60.26%。其中，预防用

IND 申请 19件；治疗用 IND 申请 481件，较 2019 年增长 63.61%。审评通过生物制品 NDA 89件，

较 2019年增长 20.27%。其中，预防用 NDA 7件；治疗用 NDA 81件（制剂 77件），较 2019年增

长 19.12%；体外诊断 NDA 1 件。2020 年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4，

2016-2020年审评通过批准生物制品 IND申请和审评通过 NDA情况详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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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生物制品 IND 申请 500 件，2020 年审评通过批准的生物制品 IND 申

请适应症分布详见图 13。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生物制品 NDA 89 件，2020 年审评通过的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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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 适应症分布详见图 14。 

 

（五）

行政审批注册申请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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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药审中心完成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行政审批共 8646件，较 2019

年增长 44.51%。其中，完成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一致性评价申请、补充申请、

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及复审）5674 件，较 2019 年增长 39.24%；完成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

（无需技术审评的补充申请、临时进口申请）2972 件，较 2019 年增长 55.77%。2020 年中药、

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行政审批完成情况见表 5。2018-2020年行政审批注册申请完成

情况详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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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需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完成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的需审评审批的 5674件注册申请中，临床试验申请 1686件（含验证性临床），

较 2019 年增长 50.00%；一致性评价申请 623 件，较 2019 年增长 80.58%；补充申请 2860 件，

较 2019年增长 34.46%；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 478 件、复审 27件。 

  3.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完成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直接行政审批的 2972 件注册申请中，按注册申请类型划分，补充申请 2537

件、临时进口申请 435件。按药品类型划分，中药 153 件、化学药 2411 件、生物制品 408 件。 

  （六）注册申请不批准的主要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2020 年，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因申报资料无法证明药品安全性、有

效性或者质量可控性，以及未能按期提交补充资料等情形，导致审评结论为建议不批准的共 367

件。通过系统梳理上述注册申请不批准原因，从新药、仿制药等不同注册分类角度分析药品注

册申请在研发和申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新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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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申请和研发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正式申报前未开展沟通交流；开发立题依据不足，成

药性存在严重缺陷；申报资料不足以支持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或者不能保障临床受试者安全。具

体表现包括：未沟通交流致使申报后发现研究信息严重缺项，无法在时限内完成补充研究；已

有的研究结果提示药效作用弱，毒性大，临床获益和风险比值不合理；临床开发定位违背临床

诊疗、用药的基本原则；已有的药学、临床前研究不符合临床试验要求；临床试验方案整体设

计严重缺陷，风险控制措施不足；联合用药的非临床研究数据不充分；联合疫苗中单苗的数据

不充分和/或免疫程序不一致。 

  NDA研发和申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研究质量控制和管理存在缺陷，导致已有的研究结果

不能证明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违反合规性要求。具体表现包括：关键临床研究

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无法得出客观、有力的有效性、安全性证据；药学研究存在严重缺陷，无

法证明产品的质量可控性；各开发阶段的研究受试样品不一致；注册核查中发现临床试验数据

存在真实性问题。 

  2.仿制药申请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和上市申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仿制药研发立题不合理；申报资

料无法证明仿制药与参比制剂（被仿制药品）的质量一致性。具体表现包括：仿制药的参比制

剂已撤市，且已有更新换代安全性更好的产品满足临床需求；样品复核检验不符合规定或分析

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表明不等效；样品稳定性研究结果、原料药起始

物料选择等不符合仿制药上市技术要求；仿制药未按规定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原料药。 

  3.补充申请 

  补充申请研究和申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申请资料未能充分说明变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不足以支持变更事项；已有的研究结果不能保证变更后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具体表现包括：变更引起药用物质基础发生重大改变；药品说明书修改申请不符合说明书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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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用于支持变更的文献资料存在偏倚，或者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不充分。 

  4.其他 

  其他药品注册申请在研发和申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生物类似药开发缺少相似性比较数

据，药学比对研究中参照药选择存在缺陷；生物类似药临床前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其开展临床

试验；天然药物的研究资料不符合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或我国天然药物评价基本技术要求。 

  （七）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情况 

  创新是推动药品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和临

床需求实际，参考国际经验，设立了特别审批、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

四个药品加快上市程序。《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

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 82 号），明确了加快通道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工作程序和政策支持

等，既能显著提高相关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鼓励药物研制和创新，又能在全球抗击疫

情的大背景下，依法依规对疫情防控所需药物实行特别审批，对于加快临床急需、临床价值突

出、公共卫生急需等药物的上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020 年已批准上市药品纳入加快上市程序

情况详见附件 4。 

  1.特别审批药物情况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时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国家药监局可依法决定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所需防治药品实行特别审批。纳入实施特别审批程序的药物，国家药

监局按照统一指挥、早期介入、快速高效、科学审批的原则，组织加快并同步开展药品注册受

理、审评、核查、检验工作，并根据疾病防控的特定需要，限定其在一定的期限和范围内使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药审中

心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科学、高效推进特别审评工作，按程序将 59件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

注册申请纳入特别审批程序并完成技术审评。建议附条件批准上市 1 件，为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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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Vero 细胞）；建议批准临床试验申请 53 件，其中 5 件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批准化湿败

毒颗粒、清肺排毒颗粒的临床试验申请；批准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颗粒及血必净注

射液等 5 件增加适应症的补充申请，加速了新冠病毒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上市进程，初

步满足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 

  2.突破性治疗药物情况 

  突破性治疗药物指的是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者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的疾病，且尚无有效

防治手段或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有足够证据表明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创新药或者改良型新药

等，申请人可在Ⅰ、Ⅱ临床试验阶段申请适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根据《突破性治疗药物审

评工作程序（试行）》，纳入到“突破性治疗”审评通道的药物，药审中心一是会优先处理相关

沟通交流，加强指导并促进药物研发进程；二是在申报上市环节，该药物可适用优先审评审批

程序，审评时限进一步缩短；三是上市申请阶段，药审中心会滚动接收其申报资料，并优先安

排核查、检验等，可大大缩减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时间。2020 年药审中心收到 147 件突破性治

疗药物申请。经综合评估、公示，已将 24件突破性治疗药物申请（21个品种）纳入突破性治疗

药物程序，详见附件 5。 

  3.附条件批准药物情况 

  附条件批准上市，目的在于缩短药物临床试验的研发时间，使其尽早应用于无法继续等待

的危重疾病或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患者。药物有效性评价的指标为临床终点，符合附条件批准

上市情形的药物，可使用替代终点、中间临床终点或早期临床试验数据来反映药物的有效性，

当这些数据能够提示药品的获益大于风险时候，即可申请附条件批准上市。 

  对于若不尽早进行治疗则会在数月或者更短时间内导致死亡的疾病患者来说，附条件批准

上市的药物，使得这些无法继续等待的患者能够延续生命、提高生存质量，消除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2020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的新药上市申请中，共有 15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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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申请经附条件批准后上市，覆盖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等

适应症。 

  4.优先审评药物情况 

  （1）优先审评品种纳入情况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调整，是在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优化，一

是适用范围更多地向具有明显临床价值、临床急需和临床优势的药物聚焦，致力于将更多的临

床价值显著、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纳入突破性治疗程

序、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等纳入优先审评程序；二是审评时限的加速，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

审评时限一般为 200 个工作日，与完整的申报路径相比，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审评时限缩短至

130 个工作日，其中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罕见病用药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审评时限为 70 个工作

日。药审中心通过优化审评资源配置率，在高标准完成技术审评的前提下，力争按时限完成审

评，推动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中的品种尽快获批上市。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46 号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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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126 号文件），2020 年药审

中心将 219件（按通用名计 127个品种）注册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144件注册申

请按照 126 号文件规定的范围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75 件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

范围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包括 42 件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2016-2020 年纳入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的各类注册申请情况详见表 6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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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前优先审评范围纳入的注册申请中，同步申报占比多达 44%（64/144），具有明显临床

价值的新药占比为 20%，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品种占比则由 7.9%

降至 4.2%。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优先审评范围纳入的注册申请中，符合附条件批准的药品占比

为 36%（27/75），创新药和儿童用药占比 28%（21/75），优先审评资源已向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

创新、急需药物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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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优先审评品种完成情况 

  2020 年有 217 件注册申请（按通用名计 121 个品种）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建议批准上市（含

已上市药品新增适应症），审评通过件数较 2019年增长 51.7%，例如：我国自主研发的 1类创新

药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泽布替尼胶囊、奥布替尼片等，治疗罕见病法布雷病阿加糖酶α注射用

浓溶液，用于配合饮食控制及运动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中药新药桑枝总生物碱片、间变性淋巴瘤

激酶抑制剂盐酸恩沙替尼胶囊、成人复发型多发性硬化治疗药物西尼莫德片等。2016-2020年优

先审评通过的品种情况详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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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相关情况 

  1.总体情况 

  药审中心积极落实《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转变药品注册核查理念，将注册现场核查启动工

作模式由基于审评需要调整为基于风险启动，并联开展技术审评与注册现场核查工作；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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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月 1日起受理的注册申请，在受理后 40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启动相应注册现场核查任

务。为便于申请人及时获知注册现场核查启动相关信息，完善药审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栏目，

开通递交注册现场核查用生产工艺与质量标准通道和查收注册现场核查电子通知函的功能。 

  2.注册现场核查具体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基于品种因素和研发生产主体合规因素风险启动注册现场核查任务 1235

个。其中，药学现场核查任务 792个，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任务 439个，药理毒理研究核查任务 4

个。 

  药审中心接收核查报告 818 份。其中，药学现场核查报告 449 份，临床试验核查报告 363

份，药理毒理研究核查报告 6份。 

  （九）沟通交流情况 

  1.总体情况 

  2020 年，药审中心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尽量满足申请人的需要，全力保障各类沟

通交流畅通。在推动新冠病毒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研发方面，为 79个新冠病毒疫苗，中

医药、中和抗体（27 个）等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组织申请人与药审中心审评团队之间的沟通交

流 5600余次，并针对新冠病毒疫苗、中和抗体等重点品种，单独设立了台账，动态跟进；在维

护与申请人沟通桥梁方面，药审中心发布了《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药审中

心关于业务咨询服务联络方式的通知》，优化了电话咨询服务，每天有专人接听解答申请人咨询

电话，根据咨询问题类型的不同设立了 8 个联系邮箱，及时解答处理申请人问题，不断提高沟

通交流的质量和效率。 

  药审中心接收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3229 件，较 2019 年增长 22.64%，办理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2451 件，较 2019年增长 31.00%。在网络平台接收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 20285个，较 2019年增

长 22.41%；接收电话咨询超过上万次，邮件咨询数千件，同时也面向社会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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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接收沟通交流申请和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具体情况详见图 16。 

 

 2.沟通交流会议申请的完成情况 

  药审中心所接收的 3229 件沟通交流会议申请中，符合会议召开条件的，及时与申请人取得

了联系，商议会议细节；无需召开会议的，以书面形式尽快回复了申请人。2020年共办理了 2451

件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在药物研发关键阶段召开的Ⅱ类会议占比 76.42%，其中临床前（Pre-IND）

申请占比 37.49%。2020年各类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及办理情况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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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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交流会议的形式为电话会议、视频会议、面对面会议，共召开沟通交流会议 268 次，

以书面形式回复两千余件。2018-2020年各类沟通交流会议的召开情况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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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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般性技术问题答复情况 

  药审中心通过网上咨询平台共接收了 20285 个一般性技术问题的咨询。按照内容分类，问

题主要集中于受理（4038 个）、原辅包（3952 个）等方面；按照药品分类，问题主要集中于化

学药（11338 个）方面，其中化学药受理（2396 个）、化学药一致性评价（1258 个）。一般性技

术问题答复具体情况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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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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一）总体情况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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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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根据 46号公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

（2020年第 43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年

第 44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年第 68号）等，

药审中心受理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共 10245件（含药械组合产品 6件），较 2019

年增长 26.76%。其中，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 7147 件（含 5695 件需药审中心技术审评和行政

审批的注册申请），较 2019 年增长 15.29%；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 3092 件，较 2019 年增长

64.64%。 

  受理的 10239件药品注册申请中，化学药注册申请受理量为 7901件，较 2019年增长 22.02%，

占 2020年全部注册申请受理量的 77.17%，2016-2020年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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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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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审中心的直接行政审批工作自 2017年开始，故 2016年无直接行政审批注册申请，所有受

理注册申请均需技术审评。 

  2020年受理的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 7147件中，化学药注册申请为 5402件，较 2019年增

长 9.42%，占全部需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受理量的 75.58%；中药注册申请 315件，较 2019年增

长 22.57%；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1430件，较 2019 年增长 42.29%。2016-2020年需技术审评的中

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18。 

 

 

  （二）1类创新药受理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受理 1类创新药注册申请共 1062件（597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51.71%。

其中，受理 IND申请 1008 件（559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 49.78%；受理 NDA 54件（38 个品

种），较 2019年增长 100.00%。以药品类别统计，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 1类创新药受理量

分别为 14、752、296 件。以生产场地统计，境内生产药品 843件，境外生产药品 219 件。详见

表 12和 13。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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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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1.中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受理中药注册申请 471件。其中，受理中药 IND 申请 22件，受理中药

NDA 6 件，受理中药 ANDA 1 件。2020年中药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19。 

 

  受理 1类中药创新药注册申请 14件。其中，受理 IND 申请 9件（9 个品种），受理 NDA 5

件（5个品种）。 

  2.化学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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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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药审中心受理化学药注册申请 7901。其中，受理化学药 IND 申请 946件，较 2019

年增长 36.31%；受理化学药 NDA 191件，较 2019 年增长 46.92%；受理 ANDA 1125件，较 2019

年增长 7.45%；受理一致性评价申请 914件，较 2019 年减少 11.95%。2020 年化学药各类注册申

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20。2016-2020年化学药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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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 

 

 

 药审中心受理 1类创新化学药注册申请 752件（360个品种），较 2019 年增长 31.24%。其中，

受理 IND申请 721件（339 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 30.62%；受理 NDA 31 件（21个品种），

较 2019年增长 47.62%。 

  药审中心受理化学药 5.1类注册申请 160件，较 2019年增长 1.91%。其中受理临床试验申

请（验证性临床）53件，受理 NDA 107件。 

  360个品种的 1类创新化学药注册申请中，境内生产化学药注册申请为 258个品种，境外生

产化学药注册申请为 102 个品种。2016-2020年 1类创新化学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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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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受理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1867 件。其中，受理生物制品 IND申请 580件（预

防用 IND申请 25件，治疗用 IND申请 555件），较 2019年增长 87.10%；受理生物制品 NDA 126

件（预防用 NDA 7件，治疗用 NDA 117件，体外诊断试剂 2件），较 2019 年增长 1.62%。2020

年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图 23。2016-2020年生物制品 IND 申请和 NDA受理情况

详见图 2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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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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受理 1类创新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296件（223个品种），较 2019 年增长 133.07%。其

中，受理预防用生物制品 5件，受理治疗用生物制品 291件；受理生物制品 IND申请 278件（2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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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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 129.75%；受理生物制品 NDA 18件（12个品种），较 2019年增长 200.00%，

具体情况详见表 14。 

 

  

 

  4.行政审批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1）总体情况 

  2020年，药审中心受理需中心行政审批的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 8787 件，

较 2019年增长 29.51%。其中，受理需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临床试验申请、一致性评价申请、

补充申请、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及复审）5695件，较 2019年增长 16.06%；受理直接行政审批

的注册申请（无需技术审评的补充申请、临时进口申请）3092件，较 2019 年增长 64.64%。2020

年行政审批注册申请受理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15。2016-2020年行政审批注册申请受理情况详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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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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 5695件需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中，临床试验申请 1618 件（含验证性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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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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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评价申请 914件、补充申请 2827件、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 328件、复审 8件。 

  （3）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受理 3092件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中，按申请类型划分，补充申请 2644件、

临时进口申请 448件。按药品类型划分，中药 156 件、化学药 2499件、生物制品 437件。 

  三、重点治疗领域品种 

  新冠病毒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 

  1.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为国内首个附条件批准的新冠病毒疫苗，也是全球

首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适用于 18岁及以上人群预防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

的疾病。 

  2.“三药”品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推荐药物，即连花清瘟颗粒/

胶囊、金花清感颗粒和血必净注射液。连花清瘟颗粒/胶囊和金花清感颗粒新增适应症用于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常规治疗中的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血必净注射液新增适

应症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和多脏器功能衰竭，其获批

上市充分发挥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3.注射用西维来司他钠，为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选择性抑制剂，适用于改善伴有全身性

炎症反应综合征的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是全球唯一用于 ALI/ARDS

的药物，其获批上市填补了我国 ALI/ARDS药物治疗领域的空白，为我国呼吸系统危重症患者提

供用药选择。 

  抗肿瘤药物： 

  4.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创新药物，适用于治疗既往经 EGF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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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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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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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突出，脑转移病灶控制良好，其获批上市将显著改善该疾病治疗药物的可及性。 

  5.索凡替尼胶囊，为多靶点、抗血管生成口服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国内首个用于

治疗无法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进展期非功能性、分化良好（G1、G2）的非胰腺来源

的神经内分泌瘤的创新药物。本品疗效突出，显著降低了此类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其

获批上市填补了该疾病治疗领域的空白。 

  6.注射用维布妥昔单抗，为全球首个 CD30靶点抗体偶联药物（ADC），也是国内首个用于

恶性淋巴瘤患者的 ADC药物，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的系统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和经典型

霍奇金淋巴瘤，本品获批上市为改善我国此类患者的长期生存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 

  7.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为全球首个双特异性抗体（CD3和 CD19靶点）药物，也是我国首

个用于肿瘤适应症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适用于治疗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前体 B细胞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对于化疗失败的复发或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与标准化疗相比，本品可

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其获批上市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治疗手段。 

  8.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为多靶点、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国内首个用于治疗进展性、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小分子药物。本品疗效突出，其获批上市

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填补了该治疗领域的空白。 

  抗感染药物： 

  9.盐酸可洛派韦胶囊，为非结构蛋白 5A（NS5A）抑制剂，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广谱、

直接抗丙肝病毒创新药物，适用于与索磷布韦联用治疗初治或干扰素经治的基因 1、2、3、6型

成人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合并或不合并代偿性肝硬化，本品获批上市为我国慢性丙肝患

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10.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增加适应症用于降低成人和青少年（体重至少在 35 kg以上）通

过高风险性行为获得 HIV-1的风险，是国内首个用于暴露前预防 HIV的药物。HIV感染是重大公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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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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问题，本品获批上市对于控制 HIV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循环系统药物： 

  11.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为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IgG1/K-轻链），是我国首个用于 12岁

及以上患者预防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发作的药物。HAE疾病反复发作，近半数患者可出现

上呼吸道黏膜水肿引发窒息而危及生命，本品获批上市为我国 HAE患者预防发作提供了安全有

效的治疗手段。 

  12.氯苯唑酸软胶囊，为转甲状腺素蛋白（TTR）稳定剂，适用于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

样变性心肌病，以减少心血管死亡及心血管相关住院。该疾病是一种致命性疾病，属罕见病，

本品为我国首个针对该病病因治疗的药物，其获批上市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呼吸系统药物： 

  13.苯环喹溴铵鼻喷雾剂，为胆碱能受体拮抗剂，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变应性

鼻炎的鼻用抗胆碱创新药物，适用于改善变应性鼻炎引起的流涕、鼻塞、鼻痒和喷嚏症状，本

品其获批上市可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14.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为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抗纤维化作用，增加适应症

用于治疗系统性硬化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SSc-ILD）和具有进行性表型的慢性纤维化性间质性

肺疾病（PF-ILD）。目前可用于 SSc-ILD 和 PF-ILD 的有效治疗方式有限，临床用药需求迫切，

本品获批新增适应症可以填补该治疗领域空白，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药物选择。 

  神经系统药物： 

  15.氘丁苯那嗪片，为囊泡单胺转运蛋白 2（VMAT2）抑制剂，是我国首个用于治疗与罕见病

亨廷顿病有关的舞蹈病、迟发性运动障碍的药物，属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本品获批上

市满足了我国此类患者迫切的临床需求。 

  16.氯苯唑酸葡胺软胶囊，为转甲状腺素蛋白（TTR）稳定剂，是我国首个用于治疗成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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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 I期症状患者、延缓周围神经功能损害的药物，属临床

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其获批上市改变了该病无药可治的局面。 

  镇痛药及麻醉科药物： 

  17.环泊酚注射液，为 GABAA受体激动剂，是用于消化道内镜检查中镇静的创新药物。本品

与临床常用麻醉镇静药物丙泊酚具有相似的药理机制，但具有起效快，注射痛少，呼吸抑制轻，

恢复速度快等优势特征，其获批上市可为我国消化内镜检查操作用药提供新的选择。 

  皮肤五官药物： 

  18.塞奈吉明滴眼液，为国内首个用于治疗神经营养性角膜炎（NK）的重组人神经生长因子

（rhNGF）药物，属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NK为罕见的退行性角膜疾病，可致盲，中重度

NK 手术治疗为侵入性操作，费用高且不能永久治愈，本品获批上市为我国此类患者提供了有效

的治疗药物，预计将成为中重度 NK患者的首选治疗。 

  19.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为重组人免疫球蛋白-G4单克隆抗体，适用于治疗外用处方药控

制不佳或不建议使用外用处方药的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属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与

现有治疗方式相比，本品有明显临床优势，其获批上市为此类难治性严重疾病患者提供了治疗

选择。 

  消化系统药物： 

  20.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为作用于人淋巴细胞整合素α4β7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适用于

治疗对传统治疗或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应答不充分、失应答或不耐受的中度至重

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属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此类疾病存在迫切的临床

治疗需求，特别是对于 TNF-α拮抗剂治疗失败的患者，本品获批上市可为临床提供新的治疗选

择。 

  外科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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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注射用丹曲林钠，适用于预防及治疗恶性高热（MH），是目前唯一短时间内给药可改变

该疾病转归的药物。MH临床结局危重，死亡率高，其获批上市可改变目前国内 MH无安全有效治

疗手段的现状，满足迫切临床需求。 

  22.他克莫司颗粒，适用于预防儿童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的移植物排斥反应，治疗儿童肝脏

或肾脏移植术后应用其他免疫抑制药物无法控制的移植物排斥反应，属儿童用药，本品获批上

市可极大解决我国儿科肝肾移植患者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罕见病药物： 

  23.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为国内首个用于罕见病黏多糖贮积症 I 型（MPS I，α-L-艾杜

糖苷酶缺乏症）的酶替代治疗药物，属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品种。黏多糖贮积症 I型是一种

严重危及生命且国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遗传性罕见病，已列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本品

获批上市填补了我国此类患者的用药空白。 

  24.艾度硫酸酯酶β注射液，为国内首个用于罕见病黏多糖贮积症Ⅱ型（MPS Ⅱ，亨特综合

征）的酶替代治疗药物。黏多糖贮积症Ⅱ型是一种严重危及生命且国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遗

传性罕见病，已列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本品获批上市填补了我国此类患者的用药空白。 

  体内诊断试剂： 

  25.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适用于 6 月龄及以上婴儿、儿童及 65 周岁以下成人结

核杆菌感染诊断，并可用于辅助结核病的临床诊断，为全球首个用于鉴别卡介苗接种与结核杆

菌感染的体内诊断产品，其获批上市为临床鉴别诊断提供了新的手段。 

  预防用生物制品（疫苗）： 

  26.鼻喷冻干流感减毒活疫苗：为国内首家以鼻喷途径接种的疫苗，适用于 3（36月龄）～

17 岁人群用于预防由疫苗相关型别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抗流

感病毒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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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新药： 

  27.桑枝总生物碱片，其主要成分为桑枝中提取得到的桑枝总生物碱，是近 10年来首个获

批上市的抗糖尿病中药新药，适用于配合饮食控制及运动、治疗 2型糖尿病。本品可有效降低 2

型糖尿病受试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其获批上市为 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28.筋骨止痛凝胶，为醋延胡索、川芎等 12 种药味组成的中药复方新药，适用于膝骨关节

炎肾虚筋脉瘀滞证的症状改善，具有“活血理气，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的功效。本品为外用

凝胶制剂，药物中各成分通过透皮吸收而发挥作用，可避免肠胃吸收和肝脏首过代谢，其获批

上市可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29.连花清咳片，为麻黄、桑白皮等 15种药味组成的中药新药，适用于治疗急性气管-支气

管炎痰热壅肺证引起的咳嗽、咳痰等，具有“宣肺泄热，化痰止咳”的功效，其获批上市可为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四、全力做好应急审评工作 

  （一）加强统一领导，制定工作程序 

  按照国家药监局党组关于疫情防控应急审评审批工作部署，药审中心闻令而动，一是充分

发挥集体决策作用，迅速成立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特别审评领导小组，抽调 16个部门 148名骨

干力量为工作小组成员，先后召开特别审评领导小组会议 6次和领导小组专题会 18 次，明晰工

作原则，优化工作流程，及时研究解决应急审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工作顺利推进、有序

开展。二是制定工作程序，形成 1个方案、2 个程序、1个规范，即《药审中心抗新型冠状病毒

药物特别审评工作方案》《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药物立项申请评议工作程序》《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药物特别专家组评估和审核工作程序》《国家药监局抗新型冠状

病毒药物专家会议管理规范》。三是严格落实“安全守底线、疗效有证据、质量能保证、审评

超常规”的工作要求，按照工作程序，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审评，标准不降，加速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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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挥专家作用，解决技术难题 

  一是组建特别专家组。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特别审批程序》（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1号）规定和国家药监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对工作组药品组的

决定，药审中心先后遴选出多位院士和知名专家组成了特别专家组，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开展

工作。遇到新的技术难点问题时，听取专家意见建议后，由专家投票表决。二是注重发挥专家

技术支撑作用。通过专家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解决特定技术问题，例如针对 mRNA新冠病毒疫苗

在研发上存在的难点和潜在的风险，药审中心组织专家形成技术指导原则，以指导相关企业的

研发。 

  （三）实时高效沟通，提高研发进度 

  一是遵循“早期介入、持续跟进、主动服务”的工作要求，第一时间组织审评力量对咨询

品种或注册申请立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并在 24 小时内与申请人进行沟通交流，保证

申请人尽快提交特别审批注册申请。二是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

药品监管机构联盟（ICMRA）等组织召开的视频电话会议，共同探讨研发审评标准，了解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信息，指导推动研发企业赴国外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四）探索研审联动，坚持科学审评 

  一是探索建立研发审评联动工作机制。边研发、边提交、边审评，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争

取到了宝贵时间，确保新冠病毒疫苗等研发走在世界前列。通过这种工作机制，大大缩短了审

评时间。二是建立技术标准体系。针对新冠病毒的特点，及时制定新冠病毒疫苗、新冠肺炎治

疗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等 28 个技术文件，指导企业高标准研发，少走弯路，科学开展审评。 

  五、鼓励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及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审中心从改革中药注册分类、健全中药技术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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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各方面积极鼓励中药守正创新。一是推动中药的传承发展。起草并由国家药监局发布《中

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丰富古代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的范围，促进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

方制剂研发，推动其向新药转化。二是建立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遵循中药特点

和研发规律，将中药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特点、中药制剂质量控制特点与药品质量控制的一

般要求有机结合，研究构建完善符合中药制剂特点的质量控制方法和策略，制定《中药新药用

饮片炮制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药复

方制剂生产工艺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药生物效应检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等 8个技术指导原则。三是健全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体系。引入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用于

中药疗效评价，细化申报资料要求，制定《中药新药用于慢性便秘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

药新药用于糖尿病肾病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技术指导原则，探索构建中医药理论、人用

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四是全力做好中药特别审评工作。充分发扬抗疫精神，

制定了《用于新冠肺炎中药注册申请特别审批申报资料要求（试行）》《用于新冠肺炎中药注

册申请特别审批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指导应急状态下的中药审评。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三方”中的清肺排毒颗粒、化湿败毒颗粒的 IND申请已获批准，“三药”连花清瘟颗

粒/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血必净注射液获批增加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适应症。五是赴武汉开展

实地调研和座谈，持续推进中药监管科学“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课题研

究。六是开展援疆援藏工作，赴西藏开展实地调研、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

线上座谈交流会，支持民族药发展。 

  六、加强《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配套文件制修订 

  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精神和落实新修

订《药品管理法》的重要规章，考虑到药品注册管理中的具体技术要求，需要跟随技术发展的

脚步不断调整完善，在规章中不适宜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这些具体技术要求在《药品注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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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发布后，以配套文件、技术指导原则等形式发布，既能更好地顺应药品研发的科学规

律，也能确保新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办法》的平稳过渡和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顺利实

施。 

  根据国家局部署，药审中心统筹协调，加大配套文件的制修订力度，成立课题组，对重点

难点问题开展调研攻关，充分听取专家、业界意见，力求达成共识，共参与了 48个配套文件制

修订工作，其中牵头起草配套文件 30个。自开展工作以来，已基本完成配套文件公开征求意见

工作，部分文件已经国家局审核同意后发布实施，有效确保了各项审评任务不断、不散、不乱，

新旧注册相关规定的顺利过渡和实施。 

  七、加快审评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在药品审评和研发过程中，指导原则兼具监管依据和技术要求的双重职能。《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明确从事药物研制和药品注册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

药审中心等专业技术机构，应当根据科学进展、行业发展实际和药品监督管理工作需要制定技

术指导原则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布。 

  药品技术指导原则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的最好实践，是药审中心

推进审评体系和审评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药审中心通过“定标准、定程序、定计划”三步

走的方式，统筹规划以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审评标准体系建设，围绕药品研发需求和鼓励创新的

原则，对标国际先进监管机构技术标准，加大指导原则制定和公开力度。2020年共开展了 119

个技术指导原则制修订工作，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

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药审中心已经国家药监局

审查同意发布了 71个指导原则，详见附件 6。 

  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促进新冠病毒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研发和审评质量、速

度方面，药审中心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研发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 7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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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在着力提升中药材质量研究，鼓励中药研发与创新方面，发布了《中药新药用药材质量

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药复方制剂生产工艺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中

药新药用于慢性便秘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0个指导原则；在鼓励儿童药物研发方面，发

布了《真实世界研究支持儿童药物研发与审评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 3个指导原则；在

支持抗肿瘤药物研发，进一步满足申请人对具体抗肿瘤药物的个药指导原则需求方面，发布了

《抗肿瘤药联合治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指导原

则》等 22个指导原则；在提高仿制药质量，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方面，规范审评标准和尺度，

发布了《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特殊注

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等 9个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覆盖新冠应急

审评标准、儿童用药、中药民族药技术标准体系、抗肿瘤药物研发及仿制药研发等热点难点问

题，持续完善药品技术指导原则体系，有效推动药物研发创新，不断优化统一审评尺度，大力

提升审评质量和效率，显著减少审评自由裁量权。 

  八、持续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一）加快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审评 

  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落实加快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审评要求，在确定了第

一二批 74个品种名单的基础上，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论证，遴选临

床急需新药品种，药审中心发布了第三批 7个品种名单。对于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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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情形

的品种，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组织进行了充分遴选，基本解决了临床急需境外已

上市新药在我国上市速度较慢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公众用药的可及性。 

  2020年，药审中心完成了 13个用于治疗罕见病的、临床急需的药品的技术审评，均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罕见病药品在 3个月之内完成审评，其他临床急需药品在 6个月之内完成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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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缩短了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在我国上市的时间差距。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已发布的三批

81 个品种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新药中，已有 38家企业的 48个品种提出注册申请，其中 39个品

种已获批上市或完成审评，100%在时限内完成审评工作，详见附件 7。 

  （二）加速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2020年，药审中心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速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一是在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工作。国家药

监局于 5月 12日发布《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

（2020年第 62号），正式启动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工作。药审中心发布《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要

求》和《化学药品注射剂（特殊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等技术要求。

针对正式启动前已有 620 件待审评的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申请，药审中心成立专项审评工作组，

采取细化分类处理措施，严格执行一次性发补，明确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注册检查的随机原则，

加快审评速度，在不到 5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 620 件品种的审评，一致性评价按时限审评已进

入常态化。 

  二是继续规范参比制剂遴选工作，强化服务与指导。药审中心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

遴选申请资料要求》（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2 号），进一步强调申请人的自查环节，提高

参比制剂遴选工作效率。通过进一步规范内部审核、专家委员会审核等流程，2020年优化了参

比制剂遴选工作。自 2017 年 8月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共发布参比制剂目录 35批，涉及 3963

个品规（1703个品种），其中包括注射剂参比制剂 975个品规（405个品种）。 

  三是加强信息公开和培训。2020年 7月举办线上化学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研讨会，

对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特殊注射剂技术要求、参比制剂申请资料要求等进行宣讲。 

  四是持续推进生物等效性试验备案工作。2020 年化学药生物等效性试验备案平台共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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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条记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生物等效性试验备案平台共收集了 292条记录。 

  （三）全面落实临床试验期间风险管理 

  为落实《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有关临床试验期间安全风险管理工作，药

审中心在国家药监局指导下，发布了《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信息评估与管理规范（试行）》、

《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管理规范（试行）》和《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及信息公示管理规范（试

行）》3个配套文件。为进一步加强临床试验过程的安全信息监测、识别、评估和风险控制，制

定了《药品审评中心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信息评估与风险管理工作程序（试行）》，上线运

行“临床试验期间安全风险管理系统”，对临床试验期间的安全信息，如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

良反应（SUSAR）和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DSUR）等开展全过程信息系统化的风险评估。 

  2020年药审中心接收来自国内外的 SUSAR个例报告 164403份（涉及病例为 57995例）。其

中，来自中国的 SUSAR个例报告 17243份（涉及病例为 4647例）；接收 DSUR共计 1775份；完

成临床试验登记 2610项（含新冠病毒疫苗和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对 18 个药物临床试验中存

在的安全性风险，提出了进一步的风险控制处理意见，包括一般风险控制（如修改临床试验方

案、修改知情同意书、修改研究者手册、补充完善风险控制措施）和建议申请人主动暂停临床

试验等。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新冠肺炎疫情，药审中心探索建立了申请人进行临床试验进展信息报

告机制与通道，规范了相关工作程序与技术要求，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药物临床试验管

理指导原则（试行）》，制定了规范统一的《应急审批品种临床试验进展和安全监测工作文件》。

通过每日和每周的动态风险沟通交流，实施有效的风险监测与风险控制。对 2020年 2月 2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经特别审批程序批准 15个疫苗、16个生物制品、6个化学药、2个中药的临

床试验共 39个品种实施动态安全监测，完成了应急审批新冠病毒疫苗及新冠肺炎治疗药物临床

试验进展及安全性监测报告共 1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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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参加《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GVP）的起草工作，撰写临床试验期间药物警戒

相关内容和要求。完成《临床试验期间安全信息管理：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VI

工作组报告》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召开“疫情期间临床试验管理及远程智能技术应用学术交流

视频会议”，探索开展远程智能化临床试验的安全管理工作，稳步提升临床试验期间安全信息

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 

  （四）继续夯实审评科学基础建设 

  1.审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发挥审评质量管理体系对药品审评工作持续有效运行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是应对新法律规

章实施对审评业务工作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结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要求，及

时组织对《质量手册》等体系文件进行全面修订，加强药品审评业务与质量体系的结合；另一

方面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审评工作带来的影响，通过开展药审中心专项内部监督检查，充分

锻炼药审中心内审员队伍，及时发现存在的风险并组织改进；同时持续开展年度满意度调查工

作，收集国家药监局和申请人对药审中心在落实新注册相关要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防控

时的意见和建议，为提高审评质量和效率提供思路，发挥质量体系对各项工作的支持作用。 

  2.强化审评信息化建设 

  为确保各项审评改革工作执行过程中的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药审中心大力推进信息

化建设，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流程为导向的科学管理体系，以药品审评业务流程为基

础，立足工作实际，对药品技术审评系统升级完善。新增发补前的专业审评问询和发补后的补

充资料问询平台，优化沟通交流系统，加强审评期间与申请人的主动沟通交流，促进审评业务

工作开展；新增异议处理审核和注册检验网络通道，调整优先审评审批系统，强化审核流程可

操作性，保障审评审批工作顺利实施。开通受理网上预约通道，减少人员流动聚集，有效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申请人受理业务的有序办理；增加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为鼓励创新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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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急需品种上市拓宽审评通道。通过信息化手段助力药品审评审批业务管理，强化网络信息

安全保障，不断提升药品审评审批工作质量和效率。目前药审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实名注册申

请企业 10674家，基本实现了药品、原料药、辅料、包材注册申请人网上业务办理的全覆盖。 

  （五）积极推进流程导向科学管理体系建设 

  为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以流程导向科学

管理体系建设为抓手，不断推进药品审评体系和审评能力的现代化。按照前期工作计划，药审

中心已全面铺开任务受理、任务分配、专业审评、综合审评、沟通交流、专家咨询、书面发补、

核查检验共 8个子课题的科学管理体系试点建设，并印发《药审中心关于运行药品专业审评流

程导向科学管理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8个文件，制定科学管理体系制度制修订计划（含 28

项制度），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已完成 14 项。注重试点建设成果的信息化，将各项措施纳

入审评信息系统，增强措施执行的刚性约束，提高了科学监管和智慧审评能力。 

  形成按季度汇报机制，定期组织汇报试点运行情况。建立了改革措施管理台账，纳入了 58

项需要监督的改革措施，按月度对每项改革措施实施的责任落实、进展情况、新问题和解决建

议予以一体化动态管理。召开了试点推进座谈会、子课题结题座谈会，对各子课题试点进度、

成效、问题等进行总结分析。建立了促进试点建设的长效运行机制，常态化、一体化推进科学

审评、高效审评和廉洁审评。 

  （六）持续开展 ICH 工作 

  切实推进我国药品审评审批体系与国际接轨，参与 ICH指导原则的国际协调。一是积极参

与 ICH议题协调工作，自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年加入 ICH 以来，已向 36个 ICH

工作组派出了 69名专家，2020年参与 ICH工作组电话会 437场。二是进一步推进 ICH三级指导

原则实施工作，国家药监局共发布了 3个 ICH指导原则适用及推荐适用公告。三是组织开展 ICH

指导原则培训工作，药审中心开展 ICH指导原则线上培训共 15场，主要围绕 29个 ICH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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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技术要点、实施现状、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宣贯。培训对象主要包括国

家药监局相关司局、各直属单位、各省级药监局和省级药检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2723人

观看培训直播，4244人观看直播回放。四是召开 ICH指导原则和协调议题研讨会，为广泛听取

行业及学界专家意见，2020 年药审中心共召开 ICH 国内专家研讨会 15场，共计 312人参会。 

  （七）加强审评队伍建设和管理 

  加强审评队伍建设，畅通审评员职业发展通道，开展主审审评员认定工作；完善聘期考核

评价体系，加强员工聘期考核工作；开展补充性招聘，引进临床、统计等紧缺专业人才；加强

员工培训，组织开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系列讲座、实训、英语口语等培训。 

  九、加强服务指导、改进工作效率和作风 

  2020年，药审中心驰而不息强化作风建设，积极服务药品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一是紧密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局，超常规创新开展应急审评审批，加强审评服务保障，

全力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审评过程中的各项工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新冠病毒疫苗药物的急迫

需求，药审中心坚持尊重科学规律，建立早期介入，持续跟踪，主动服务、研审联动的工作机

制，始终保持 24小时与企业畅通沟通的状态，无论多晚，即使是凌晨 3-4点钟，都会第一时间

反馈研发企业诉求，在推动境外临床试验上强化担当，在创新审评审批中挖潜增效，成功高效

推动国药集团新冠病毒疫苗附条件批准上市和 5 个疫苗品种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确保中国新冠

病毒疫苗走在世界前列，及时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大局。同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临床救治中应用的“三药三方”生产企业和研

发单位，积极做好有效中药方剂转化产品注册和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导，确保中药第一时间用

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这些成果不仅确保了防疫的应急所需，还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准备了重要

的战略资源，不仅提振了国人战胜疫情的信心，还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是强化服务申请人沟通交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全面落实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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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联防联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扩散渠道，切实保障申请人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暂停现场咨询业务的同时开通了电话咨询业务。增设立了 8个联系邮箱，

申请人可以邮件咨询问题并提供在审品种受理号等信息，项目管理人员将在 3个工作日内与该

受理号相关的申请人进行联系。通过不断丰富和拓展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方式，服务和便利申请

人；为鼓励创新，更好地体现沟通交流的服务属性，结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从药物研制

规律和注册要求出发，秉持为药品注册申请人服务的原则，修订后发布了《药物研发与技术审

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在保证受试者安全性的基础上，将Ⅱ类会议划分为依法应沟通交流、

原则上应当沟通交流、可以沟通交流三类情形，并明确和细化了三类沟通交流的情形和要求；

为提高沟通交流申请办理的可预见性和效率，药审中心通过持续优化沟通交流管理，细化环节

时限控制，确保了申请人能够尽快享受到优质的沟通交流服务，努力满足申请人逐年增加的沟

通交流需求，将 2020年沟通交流申请办理量提升至 2019年办理量的 1.31 倍，这也是 2016年

办理量的 11.35倍。 

  三是持续改善内部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这一年药审中心继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持续优化审评流程，严格时限管理，实施审评任务分析会制度，加强项目督导，鼓励药品创新，

推动仿制药高质量发展，审评质量和效率有了极大地提升，2020年全年审结任务整体按时完成

率创历史新高。药品审评审批的可预期性进一步提高，顺利完成《十三五药品安全规划》涉及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目标。通过 5年来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懈努力，药审中心实现了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药品平均审评时限大幅压缩，审评能力大幅提升，一大批创新药、临床急

需药获批上市，累计通过和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审评的品种已达 445个，为十四五药品审评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药审中心将深入梳理在提高审评效率、创新审评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使应急状态下的

临时性措施，有序地上升为常态化审评工作长效机制，将被动选择但被实践证明长期有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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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转化为常态化条件下提高审评能力的主动选择。 

  十、加大药品审评审批信息公开力度 

  药审中心持续推进技术审评的信息公开工作，提高药品审评审批工作透明度。一是完善信

息公开制度，发布了《药品审评审批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明确信息公开的范围、种类、时限

等要求，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二是大力推动新药技术审评报告的公开，自开

展工作以来已完成公开新药技术审评报告 316个，指导行业研发，更好的服务药品注册申请人

和公众。三是加大技术审评过程信息公开力度，通过药审中心网站向申请人进一步公开了审评

排队信息、优先审评的状态信息、沟通交流申请及办理信息等信息，新增了“突破性治疗公示”

的栏目，公开了“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异议论证结果”等信息。方便申请人查询信息，进一步

拓宽了申请人的沟通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了审评审批工作的透明度。 

  十一、2021 年重点工作安排 

  2020年，药品审评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注册申请申报量，特

别是创新药申报量连年递增，药审中心审评队伍规模结构与审评任务量配比失衡；二是高层次

及紧缺专业人才引进难、新进审评员急需长期专业培训等审评能力现代化短板问题突出；三是

新旧注册相关规定过渡期间，应及时研究问题，给予相应的解决措施。2021年药审中心将紧密

围绕国家药监局工作部署，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积极推动制度体系建设 

  完善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配套文件，做好新旧注册相关规定过渡期相关工作，稳妥处

理历史问题；继续开展药品审评流程导向科学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构建长效运行机制，完善药

品技术指导原则体系，规范中心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审评体系和审评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监

管科学研究，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快首批重点项目研究成果转化。 

  （二）毫不放松做好应急审评审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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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保持应急工作状态，完善研审联动机制，坚持特事特办，促进包括中医药、抗体药物

等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研发；持续做好应急审评审批核查检验协调工作；继续强化服务指导，

持续跟进各条技术路线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依法依规严格审评，继续做好新冠肺炎治疗药

物和新冠病毒疫苗审评工作；全面总结应急审评审批工作经验，完善审评审批制度体系，进一

步激发药品创新发展活力。 

  （三）加快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审评机制体系 

  构建中医药理论、中药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三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组建古代经典名

方中药复方制剂专家审评委员会，扎实推进中药审评审批改革；参考“三方”审评审批经验，

逐步探索适合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的审评指导原则和标准，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技

术指导原则；加快确有临床价值的中药新药审批，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 

  （四）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巩固按时限审评改革成果，完善项目管理工作机制；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解决争议

重大疑难问题，利用巡视整改要求推动制度改革，加大审评审批信息公开力度，优化沟通交流

制度，提高审评服务水平；细化上市药品变更管理技术要求，指导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上

市后持续研究；进一步加强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评价及药物警戒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ICH指导

原则在国内转化实施；加快审评数字化建设，推进 eCTD系统使用。加快推进研发生产主体信息

库建设。 

  （五）坚持鼓励药品研发创新 

  持续完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体系，坚持以安全有效为根本标准，优化审评资源配置，在创

新药审评中探索实施“提前介入”“研审联动”“平行检验”“前置检验”等方式；继续鼓励

新药好药研发创新，强化沟通交流，优先配置资源，进一步细化和实施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

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等加快审评程序，加快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罕见病用药、儿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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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重大传染病用药等上市速度。 

  （六）推动仿制药高质量发展 

  持续完善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坚持标准不降低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进一步完善仿制药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和标准体系建设；以建立审评要点体系为基

础，推动仿制药审评科学规范、标准，提高仿制药审评质量和效率。 

  （七）优化人才队伍建设 

  按照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全力指导和推进长三角、大湾区两个分中心建设；以专业培训

为抓手，进一步加强药品审评队伍能力建设；配合药品审评业务，积极开展人员招聘工作，加

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完善专业技术队伍晋升等制度；进一步严格人员

招聘条件，规范人员离职，严格队伍管理。 

  十二、结语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药审中心

将在国家药监局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

求为根本遵循，以鼓励创新推动药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为主线，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建设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药品审评机构为

根本动力，坚持为国为民履职尽责，切实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可及，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努力

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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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的创新药 
 

序号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1 苯环喹溴铵鼻喷雾剂 变应性鼻炎 

2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 

既往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TKIs）治疗后 EGFR T790M 阳性的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 

3 泽布替尼胶囊 
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复发或难治性慢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4 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 结肠镜检查的镇静 

5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 
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的或不耐受的间变性淋巴

瘤激酶（ALK）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6 环泊酚注射液 消化道内镜检查的镇静 

7 氟唑帕利胶囊 
二线及以上化疗后伴 BRCA1/2 突变的复发性卵

巢癌 

8 奥布替尼片 
复发或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

淋巴瘤，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9 索凡替尼胶囊 

无法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进展期非功

能性、分化良好（G1、G2）的非胰腺来源的神

经内分泌瘤 

10 盐酸可洛派韦胶囊 

与索磷布韦联合用于基因 1、2、3、6 型成人慢

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合并或不合并代偿性肝

硬化 

11 西尼莫德片 复发型多发性硬化 

12 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所致的神经症状、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和功能障碍 

13 盐酸拉维达韦片 

与利托那韦强化的达诺瑞韦钠片和利巴韦林联

合用于初治的基因 1b 型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的非肝硬化成人患者 

14 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与索磷布韦片联合用于成人基因 1 型非肝硬化

慢性丙肝 

15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

病毒 

预防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的

疾病 

16 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 结核杆菌感染诊断、辅助结核病的临床诊断 

17 桑枝总生物碱 —— 

18 桑枝总生物碱片 2 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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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筋骨止痛凝胶 
活血理气、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用于膝骨关节

炎肾虚筋脉瘀滞证的症状改善。 

20 连花清咳片 
宣肺泄热，化痰止咳。用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痰热壅肺证引起的咳嗽、咳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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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0 年药审中心审评通过的境外生产原研药 

 

序号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1 阿巴西普注射液 类风湿关节炎 

2 阿贝西利片 
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HER2）阴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 

3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 
择期行诊断性操作或手术的慢性肝病相关

血小板减少症 

4 阿加糖酶 α注射用浓溶液 法布雷病 

5 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 联合含铂化疗用于初治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6 艾地骨化醇软胶囊 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 

7 艾度硫酸酯酶 β注射液 黏多糖贮积症Ⅱ型 

8 艾托格列净片 
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 2型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控制。 

9 达依泊汀 α注射液 需血液透析的慢性肾病患者的贫血 

10 地舒单抗注射液 骨折风险增高的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 

11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需胰岛素治疗的成人 2型糖尿病 

12 格隆溴铵福莫特罗吸入气雾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3 氯化镭[223Ra]注射液 
伴骨转移且无已知内脏转移的去势抵抗性

前列腺癌 

14 马来酸奈拉替尼片 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强化辅助治疗。 

15 普拉曲沙注射液 复发或难治性外周 T细胞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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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16 维奈克拉片 
联合阿扎胞苷用于不耐受强诱导化疗的急

性髓系白血病 

17 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Ⅱ） 抑郁症 

18 盐酸帕洛诺司琼软胶囊 预防中度致吐性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19 盐酸曲唑酮缓释片 抑郁症 

20 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 
复发或难治性前体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 

21 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 
HER2阳性高复发风险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

疗 

22 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 黏多糖贮积症 I型 

23 注射用维布妥昔单抗 
CD30阳性淋巴瘤：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间

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24 布罗利尤单抗注射液 中度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 

25 氘丁苯那嗪片 
与亨廷顿病有关的舞蹈病；成人迟发性运动

障碍 

26 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 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27 多拉米替片 

用于无 NNRTI类药物、拉米夫定或替诺福韦

病毒耐药的成年人免疫缺陷病毒（HIV-1）

感染患者 

28 多拉韦林片 
与其他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联合用于无

NNRTI类耐药的 HIV-1感染成年患者 

29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成人肺动脉高压 

30 克立硼罗软膏 
2岁及以上轻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

外用治疗 

31 拉考沙胺口服溶液 用于 4岁及以上癫痫部分性发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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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32 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 预防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发作 

33 拉替拉韦钾咀嚼片 
与其它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联合用于体重大

于 11公斤儿童的 HIV-1感染 

34 利伐沙班片 
与阿司匹林联合用于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

风险 

35 氯苯唑酸葡胺软胶囊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

I期症状 

36 氯苯唑酸软胶囊 
成人野生型或遗传型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

样变性心肌病 

37 咪康唑口腔贴片 成人口咽念珠菌病的局部治疗 

38 萘哌地尔片 前列腺增生症引起的排尿障碍 

39 普卢利沙星片 

敏感菌引起的急性单纯性及复杂性下尿路

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急性细菌性

鼻窦炎 

40 塞奈吉明滴眼液 
成人中度（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至重度（角

膜溃疡）神经营养性角膜炎 

41 他克莫司颗粒 
预防和治疗儿童肝肾脏移植术后的移植物

排斥反应 

42 替格瑞洛分散片 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发生率 

43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过敏性结膜炎相关的眼痒 

44 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 医院获得性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 

45 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成人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和中重度克罗恩

病 

46 左西孟旦注射液 
传统治疗疗效不佳且需增加心肌收缩力急

性失代偿心力衰竭 

47 布罗利尤单抗注射液 
A型血友病常规预防、出血事件的按需治疗

和控制，以及围手术期出血的管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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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48 注射用 A型肉毒毒素 暂时性改善中重度皱眉纹 

49 阿帕他胺片# 转移性内分泌治疗敏感性前列腺癌 

50 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 
与贝伐珠单抗联合用于既往未接受过全身

系统性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 

51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 

52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Ⅱ）# 哮喘 

53 地舒单抗注射液# 多发性骨髓瘤和实体肿瘤的骨转移 

54 恩扎卢胺软胶囊# 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55 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
#
 

与曲美替尼联用于 BRAF V600突变的黑色素

瘤的辅助治疗 

56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进展性、放射性碘难治性、晚期分化型甲状

腺癌 

57 来那度胺胶囊# 联合利妥昔单抗用于经治的滤泡性淋巴瘤 

58 利拉鲁肽注射液# 
用于伴有心血管疾病的 2型糖尿病成人患

者 

59 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 
既往接受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全身性治疗的

晚期胃或胃食管连接部腺癌 

60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的二线

治疗；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性治疗的转移

性或不可切除的复发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61 普乐沙福注射液# 
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联合用于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自体移植前的造血干细胞动员 

62 曲美替尼片# 
与甲磺酸达拉非尼联用于 BRAF V600突变的

黑色素瘤的辅助治疗 

63 塞瑞替尼胶囊#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

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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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获批时的适应症小结 

（具体详见药品说明书） 

64 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用于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的成人患者 

65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性治疗的复发和/或

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66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预防术后恶心呕吐 

67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系统性硬化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具有进行

性表型的其他慢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 

68 注射用贝利尤单抗# 
与常规治疗联合用于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

疮 5岁及以上患者 

69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4岁及以上儿童与青少年重度慢性斑块状

银屑病；非感染性葡萄膜炎 

70 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 HIV-1暴露前预防 

71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 
成人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者 

72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4岁以上儿童及成人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 

73 富马酸卢帕他定片* 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 

74 盐酸二甲双胍片* 2型糖尿病 

注：1.“#”为新增适应症品种。 

2.“*”是国内已有仿制品种上市的境外生产原研药，不纳入 2020 年统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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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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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0 年审评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1 阿德福韦酯胶囊 10mg 1 

2 阿德福韦酯片 10mg 1 

3 阿伐斯汀胶囊 8mg 1 

4 阿莫西林胶囊 

0.125g 2 

0.25g 9 

0.5g 5 

5 阿莫西林颗粒 0.125g 1 

6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

剂（7:1） 
0.2285g（7:1）/包 2 

7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0.375g（C16H19N3O5S 0.25g与 C8H9NO5 0.125g） 1 

8 阿莫西林片 按 C16H19N3O5S计 0.25g 1 

9 阿那曲唑片 1mg 1 

10 阿普唑仑片 0.4mg 1 

11 阿奇霉素胶囊 0.25g 3 

12 阿奇霉素片 0.25g 3 

13 阿托伐他汀钙分散片 
10mg（按 C33H35FN2O5计） 1 

20mg（按 C33H35FN2O5计） 1 

14 阿昔洛韦片 
0.1g 1 

0.2g 1 

15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10mg 1 

20mg 2 

16 奥美拉唑肠溶片 10mg 1 

17 奥硝唑片 0.25g 1 

18 苯磺酸氨氯地平胶囊 5mg（以氨氯地平计） 1 

19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 21 

20 苯溴马隆片 50mg 2 

21 比卡鲁胺片 50mg 1 

22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片

（15mg/500mg） 

每片含盐酸吡格列酮（以吡格列酮计）15mg

和盐酸二甲双胍 500mg。 
2 

23 吡拉西坦片 0.4g 1 

24 吡嗪酰胺片 
0.25g 4 

0.5g 2 

25 丙硫氧嘧啶片 50mg 1 

26 丙戊酸钠片 0.2g 2 

27 布洛芬颗粒 
0.1g 1 

0.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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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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28 布洛芬片 
0.1g 3 

0.2g 2 

29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5mg 2 

10mg 1 

30 醋酸钙片 0.667g 2 

31 醋酸加尼瑞克注射液 0.5ml:0.25mg（以加尼瑞克计） 1 

32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囊 
40mg 1 

50mg 1 

33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30mg 1 

40mg 1 

34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20mg 1 

35 碘克沙醇注射液 

100ml:27g（I） 1 

100ml:32g（I） 1 

50ml:13.5g（I） 1 

50ml:16g（I） 1 

36 对乙酰氨基酚片 0.5g 10 

37 多潘立酮片 10mg 2 

38 多索茶碱注射液 
10ml:0.1g 1 

20ml：0.2g 1 

39 厄贝沙坦片 
0.15g 2 

75mg 2 

40 恩替卡韦胶囊 0.5mg 1 

41 非布司他片 
40mg 3 

80mg 1 

42 非那雄胺片 
1mg 1 

5mg 4 

43 奋乃静片 
2mg 1 

4mg 1 

44 呋塞米片 20mg 2 

45 伏立康唑片 50mg 1 

46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氟康唑 0.2g与氯化钠 0.9g 1 

47 氟康唑片 50mg 1 

48 氟哌啶醇片 2mg 1 

49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磺胺甲噁唑 400mg，甲氧苄啶 80mg 1 

50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2.5mg 1 

5mg 1 

51 格列吡嗪片 5mg 2 

52 格列美脲分散片 
1mg 1 

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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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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53 格列美脲片 2mg 2 

54 格列齐特缓释片 30mg 3 

55 格列齐特片 80mg 1 

56 枸橼酸铋钾胶囊 120mg（按 Bi2O3计） 1 

57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5mg 2 

5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0.1g（按 C22H30N6O4S计） 2 

25mg（按 C22H30N6O4S计） 1 

50mg（按 C22H30N6O4S计） 1 

59 加巴喷丁胶囊 

0.1g 2 

0.3g 2 

0.4g 1 

60 甲钴胺片 0.5mg 1 

61 甲钴胺注射液 1ml:0.5mg 1 

62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0.1g 1 

63 甲泼尼龙片 4mg 1 

64 甲硝唑片 0.2g 3 

65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 1 

50mg 1 

66 卡培他滨片 
0.15g 2 

0.5g 3 

67 卡托普利片 
12.5mg 3 

25mg 8 

68 克拉霉素片 0.25g 5 

69 拉米夫定片 
0.1g 2 

0.3g 1 

70 来氟米特片 10mg 1 

71 来那度胺胶囊 

10mg 1 

25mg 1 

5mg 1 

72 利巴韦林片 0.1g 2 

73 利福平胶囊 0.15g 1 

74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100ml:利奈唑胺 0.2g与葡萄糖 5g 1 

100ml:利奈唑胺 0.2g与无水葡萄糖 4.6g 1 

300ml:利奈唑胺 0.6g与葡萄糖 15g 1 

300ml:利奈唑胺 0.6g与无水葡萄糖 13.8g 1 

75 利培酮片 
1mg 2 

2mg 1 

76 磷霉素氨丁三醇散 3g（300万单位）（按 C3H7O4P计算） 2 

77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300mg（按 C16H16ClNO2S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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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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75mg（按 C16H16ClNO2S计） 1 

78 硫辛酸注射液 12ml:0.3g 1 

79 硫唑嘌呤片 50mg 1 

80 罗库溴铵注射液 
2.5ml:25mg 1 

5ml:50mg 1 

81 洛索洛芬钠片 60mg 2 

82 氯氮平片 25mg 4 

83 氯化钾缓释片 0.5g 1 

84 氯雷他定片 10mg 1 

85 氯沙坦钾片 
0.1g 1 

50mg 4 

86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每片含氯沙坦钾 100mg和氢氯噻嗪 25mg 1 

每片含氯沙坦钾 50mg，氢氯噻嗪 12.5mg 1 

87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4mg 2 

88 马来酸伊索拉定片 
2mg 1 

4mg 1 

89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10mg 1 

2.5mg 1 

5mg 3 

90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0.25g 3 

91 吗替麦考酚酯片 0.5g 1 

92 美洛昔康片 
15mg 1 

7.5mg 1 

93 蒙脱石颗粒 每袋含蒙脱石 3g 1 

94 蒙脱石散 3g 11 

95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5mg（以孟鲁司特计） 1 

96 咪达唑仑注射液 

1ml:5mg 1 

2ml:10mg 1 

2ml:2mg 1 

5ml:5mg 1 

97 米氮平片 30mg 1 

98 米非司酮片 
0.2g 1 

10mg 1 

99 米格列醇片 50mg 2 

100 米索前列醇片 0.2mg 1 

101 诺氟沙星胶囊 0.1g 1 

102 诺氟沙星片 0.1g 2 

103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20mg（以 C16H15F2N3O4S计） 1 

40mg（以 C16H15F2N3O4S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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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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104 匹伐他汀钙分散片 2mg 1 

105 匹伐他汀钙片 
1mg 2 

2mg 2 

106 普瑞巴林胶囊 
100mg 1 

75mg 1 

107 羟苯磺酸钙胶囊 0.5g 1 

108 羟苯磺酸钙片 0.5g 1 

109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 20mg（按 C20H21FN2O计） 1 

110 瑞格列奈片 
0.5mg 1 

1.0mg 1 

111 瑞舒伐他汀钙胶囊 
10mg（按 C22H28FN3O6S计） 1 

5mg（按 C22H28FN3O6S计） 1 

112 瑞舒伐他汀钙片 5mg 1 

113 舒必利片 100mg 1 

114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0.1g 1 

115 双嘧达莫片 25mg 1 

116 碳酸氢钠片 
0.3g 1 

0.5g 4 

117 替吉奥胶囊 

替加氟 20mg，吉美嘧啶 5.8mg，奥替拉西钾

19.6mg。 
1 

替加氟 25mg，吉美嘧啶 7.25mg，奥替拉西

钾 24.5mg。 
1 

118 替米沙坦片 
40mg 5 

80mg 1 

119 替莫唑胺胶囊 20mg 2 

120 替硝唑片 0.5g 2 

121 头孢氨苄胶囊 
0.125g 8 

0.25g 2 

122 头孢氨苄颗粒 
0.125g（按 C16H17N3O4S 计） 1 

50mg（按 C16H17N3O4S计） 1 

123 头孢氨苄片 
0.125g（按 C16H17N3O4S 计） 1 

0.25g（按 C16H17N3O4S计） 1 

124 头孢丙烯分散片 0.25g（以 C18H19N3O5S计） 1 

125 头孢丙烯干混悬剂 
0.125g 2 

0.25g 1 

126 头孢丙烯颗粒 0.125g（按 C18H19N3O5S 计） 1 

127 头孢丙烯片 0.25g 2 

128 头孢地尼分散片 
0.1g 1 

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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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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129 头孢呋辛酯胶囊 按 C16H16N4O8S计 0.125g 1 

130 头孢呋辛酯片 

0.125g 3 

0.5g（按 C16H16N4O8S计） 1 

0.25g 1 

131 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0.125g（按 C15H14ClN3O4S 计） 1 

132 头孢克洛缓释片 0.375g（按 C15H14ClN3O4S 计） 1 

133 头孢克洛胶囊 按 C15H14CIN3O4S计 0.25g 1 

134 头孢克洛颗粒 0.125g（按 C15H14C1N3O4S 计） 1 

135 头孢克肟颗粒 50mg（按 C16H15N5O7S2计） 2 

136 头孢拉定胶囊 
0.25g 7 

0.5g 1 

137 托拉塞米片 

10mg 1 

20mg 1 

5mg 1 

138 维生素 B1片 10mg 1 

139 维生素 B2片 5mg 4 

140 维生素 B6片 10mg 4 

141 硝酸甘油片 0.5mg 2 

142 缬沙坦胶囊 80mg 4 

143 缬沙坦片 40mg 1 

144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缬沙坦 80mg/氢氯噻嗪 12.5mg 1 

145 辛伐他汀片 
10mg 1 

20mg 1 

146 盐酸阿米替林片 25mg 1 

147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24g 3 

0.48g 1 

0.75g 3 

148 盐酸氨基葡萄糖片 0.75g（按 C6H13NO5·HCl 计） 1 

149 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30mg 1 

150 盐酸氨溴索胶囊 30mg 1 

151 盐酸氨溴索片 30mg 2 

152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1ml:7.5mg 2 

2ml:15mg 6 

4ml:30mg 3 

153 盐酸胺碘酮片 0.2g 2 

154 盐酸贝那普利片 10mg 1 

155 盐酸倍他司汀片 4mg 1 

156 盐酸苯海拉明片 25mg 2 

157 盐酸苯海索片 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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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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158 盐酸地尔硫片 30mg 1 

159 盐酸地芬尼多片 25mg 1 

160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以度洛西汀计 20mg 1 

161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0.5g 6 

162 盐酸二甲双胍胶囊 0.25g 1 

163 盐酸二甲双胍片 0.25g 17 

164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2ml:30mg 1 

165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mg（以 C26H26F2N2计） 1 

166 盐酸氟西汀胶囊 20mg（以氟西汀计） 1 

167 盐酸环丙沙星片 0.25g（按环丙沙星计） 1 

168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0.15g（按 C18H33ClN2O5S 计） 2 

0.3g（按 C18H33ClN2O5S 计） 1 

169 盐酸拉贝洛尔注射液 10ml:50mg 1 

170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100mg 1 

10ml:20mg 1 

10ml:75mg 1 

20ml:150mg（按盐酸罗哌卡因计） 1 

20ml:200mg（按盐酸罗哌卡因计） 1 

171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250ml:莫西沙星 0.4g与氯化钠 2.0g 4 

172 盐酸帕罗西汀片 20mg 1 

173 盐酸普拉克索片 
0.25mg（按 C10H17N3S·2HCl·H2O计） 1 

1.0mg（按 C10H17N3S·2HCl·H2O计） 1 

174 盐酸普萘洛尔片 10mg 2 

175 盐酸曲美他嗪片 20mg 2 

176 盐酸舍曲林片 50mg 1 

177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0.2mg 1 

178 盐酸特比萘芬片 
0.125g（按特比萘芬计） 2 

0.25g（以特比萘芬计） 1 

179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100ml:盐酸替罗非班（按 C22H36N2O5S计）5mg

与氯化钠 0.9g。 
1 

180 盐酸维拉帕米片 40mg 1 

181 盐酸西替利嗪片 10mg 3 

182 盐酸乙胺丁醇片 0.25g 3 

183 盐酸异丙嗪片 
12.5mg 1 

25mg 2 

184 盐酸左布比卡因注射液 
按 C18H28N2O计 10ml:50mg 1 

按 C18H28N2O计 5ml:37.5mg 1 

185 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5mg 1 

186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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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 ——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187 依巴斯汀片 10mg 1 

188 依达拉奉注射液 20ml:30mg 1 

189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0.2ml:20mg 1 

0.4ml:40mg 1 

0.6ml:60mg 1 

0.8ml:80mg 1 

1.0ml:100mg 1 

190 依帕司他片 50mg 1 

191 依西美坦片 25mg 1 

192 异烟肼片 0.1g 5 

193 吲达帕胺片 2.5mg 4 

194 右佐匹克隆片 3mg 2 

195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

（11%）注射液 

1440ml（20%脂肪乳注射液 255ml；复方氨

基酸注射液 300ml；11%葡萄糖注射液

885ml） 

1 

1920ml（20%脂肪乳注射液 340ml；复方氨

基酸注射液 400ml；11%葡萄糖注射液

1180ml） 

1 

196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

（19%）注射液 

2053ml［脂肪乳注射液（20%）400ml；复方

氨基酸注射液（11%，17AA）600ml；葡萄糖

注射液（19%）1053ml］ 

1 

197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20mg（按 C17H19N3O3S计） 1 

40mg（按 C17H19N3O3S计） 1 

198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20mg（以奥美拉唑计） 1 

40mg（以奥美拉唑计） 1 

199 注射用比伐芦定 250mg 1 

200 注射用更昔洛韦钠 按更昔洛韦计，0.5g 1 

201 注射用兰索拉唑 30mg 2 

202 注射用美罗培南 

0.25g（按 C17H25N3O5S计） 1 

0.5g（按 C17H25N3O5S计） 1 

1.0g（按 C17H25N3O5S计） 1 

203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 
20mg（按 C19H18N2O4S计） 4 

40mg（按 C19H18N2O4S计） 5 

204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 3 

60mg（按 C16H15F2N3O4S计） 2 

80mg（按 C16H15F2N3O4S计） 2 

205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0.1g（按 C20H21N5O6计） 1 

0.2g（按 C20H21N5O6计） 2 

0.5g（按 C20H21N5O6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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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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企业

数量 

206 注射用硼替佐米 
1.0mg 3 

3.5mg 3 

207 注射用替加环素 50mg 1 

208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按 C20H20N6O7S4计 0.25g 1 

按 C20H20N6O7S4计 0.5g 1 

按 C20H20N6O7S4计 1.0g 1 

按 C20H20N6O7S4计 2.0g 1 

209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按 C16H16N4O8S计算，1.5g 2 

按 C16H16N4O8S计算，0.75g 1 

按 C16H16N4O8S计算，1.0g 1 

按 C16H16N4O8S计算，2.0g 1 

210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0.5g（按 C18H18N8O7S3计） 1 

1.0g（按 C18H18N8O7S3计） 1 

2.0g（按 C18H18N8O7S3计） 1 

211 注射用头孢他啶 
0.5g（按 C22H22N6O7S2计） 3 

1.0g（按 C22H22N6O7S2计） 3 

212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1.0g（以 C16H17N3O7S2计） 1 

213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 1 

214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0.2g（以 C9H11F2N3O4计） 1 

1.0g（以 C9H11F2N3O4计） 1 

215 注射用盐酸瑞芬太尼 

按 C20H28N2O5计 1mg 1 

按 C20H28N2O5计 2mg 1 

按 C20H28N2O5计 5mg 1 

216 紫杉醇注射液 
16.7ml:100mg 1 

5ml:30mg 1 

217 左炔诺孕酮片 
0.75mg 1 

1.5mg 1 

218 左乙拉西坦片 

0.25g 1 

0.5g 2 

1.0g 1 

219 唑来膦酸注射液 100ml:5mg（按 C5H10N2O7P2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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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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20 年已批准上市药品纳入加快上市程序情况 
 

序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1 CXHS1700022 苯环喹溴铵鼻喷雾剂   √   

2 CXHS1800007 盐酸可洛派韦胶囊   √   

3 CXHS1800020 盐酸拉维达韦片   √   

4 CXHS1800024 泽布替尼胶囊 √ √   

5 CXHS1800030 泽布替尼胶囊 √ √   

6 CXHS1800032 
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 

浓溶液 
  

√ 
  

7 CXHS1800035 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   √   

8 CXHS1800045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 √ √   

9 CXHS1800046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 √ √   

10 CXHS1900011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 √ √   

11 CXHS1900013 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   

12 CXHS1900020 环泊酚注射液   √   

13 CXHS1900030 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   

14 CXHS1900033 氟唑帕利胶囊 √ √   

15 CXHS1900034 索凡替尼胶囊   √   

16 CXHS1900035 奥布替尼片 √ √   

17 CXHS1900036 注射用利培酮微球（Ⅱ）   √   

18 CXHS1900037 注射用利培酮微球（Ⅱ）   √   

19 CXHS1900038 注射用利培酮微球（Ⅱ）   √   

20 CXHS2000008 奥布替尼片 √ √   

21 CXHS2000009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   √   

22 CXSS1700033 人凝血因子Ⅷ   √   

23 CXSS1700034 
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结合疫苗 
  

√ 
  

24 CXSS1700035 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   

25 CXSS1800007 人凝血因子Ⅸ   √   

26 CXSS1800012 人凝血因子Ⅷ   √   

27 CXSS1800020 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   √   

28 CXSS1800021 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   √   

29 CXSS1800022 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   √   

30 CXSS1800023 注射用伊尼妥单抗   √   

31 CXSS1800027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   

32 CXSS1900001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   

33 CXSS1900004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   

34 CXSS1900021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   

35 CXSS1900022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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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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36 CXSS1900023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 √   

37 CXSS1900025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 √ √   

38 CXSS1900026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39 CXSS1900029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40 CXSS1900030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   

41 CXSS1900034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   

42 CXSS1900035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   

43 CXSS1900037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44 CXZS1700007 桑枝总生物碱   √   

45 CXZS1700008 桑枝总生物碱片   √   

46 JXHS1800068 拉考沙胺口服溶液   √   

47 JXHS1800080 普拉曲沙注射液 √ √   

48 JXHS1900028 西尼莫德片   √   

49 JXHS1900029 西尼莫德片   √   

50 JXHS1900045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   √   

51 JXHS1900086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   

52 JXHS1900088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   

53 JXHS1900090 曲美替尼片   √   

54 JXHS1900091 曲美替尼片   √   

55 JXHS1900092 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   √   

56 JXHS1900093 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   √   

57 JXHS1900109 氯化镭[223Ra]注射液   √   

58 JXHS1900111 他克莫司颗粒   √   

59 JXHS1900112 他克莫司颗粒   √   

60 JXHS1900114 多拉韦林片   √   

61 JXHS1900115 多拉米替片   √   

62 JXHS1900117 氯苯唑酸软胶囊   √   

63 JXHS190011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   

64 JXHS1900144 阿贝西利片   √   

65 JXHS1900145 阿贝西利片   √   

66 JXHS1900146 阿贝西利片   √   

67 JXHS1900151 来那度胺胶囊   √   

68 JXHS1900152 来那度胺胶囊   √   

69 JXHS1900153 来那度胺胶囊   √   

70 JXHS1900156 阿帕他胺片   √   

71 JXHS1900163 恩扎卢胺软胶囊   √   

72 JXHS1900168 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   √   

73 JXHS1900175 氘丁苯那嗪片   √   

74 JXHS1900176 氘丁苯那嗪片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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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75 JXHS1900177 氘丁苯那嗪片   √   

76 JXHS1900178 氘丁苯那嗪片   √   

77 JXHS1900179 氘丁苯那嗪片   √   

78 JXHS1900180 氘丁苯那嗪片   √   

79 JXHS2000002 维奈克拉片 √ √   

80 JXHS2000003 维奈克拉片   √   

81 JXHS2000004 维奈克拉片   √   

82 JXHS2000020 普乐沙福注射液 √     

83 JXHS2000032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   

84 JXSS1800016 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   √   

85 JXSS1800043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   

86 JXSS1900012 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   √   

87 JXSS1900013 注射用恩美曲妥珠单抗   √   

88 JXSS1900014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   

89 JXSS1900015 注射用维布妥昔单抗   √   

90 JXSS1900025 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   

91 JXSS1900037 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   √   

92 JXSS1900038 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   √   

93 JXSS1900039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   

94 JXSS1900040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   

95 JXSS1900041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   

96 JXSS1900042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   

97 JXSS1900044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   

98 JXSS1900046 艾度硫酸酯酶β注射液   √   

99 JXSS1900060 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 √ √   

100 JXSS2000002 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   √   

101 JXSS2000003 注射用贝利尤单抗   √   

102 JXSS2000004 注射用贝利尤单抗   √   

103 JXSS2000010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   

104 CYHS1700012 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   √   

105 CYHS1700013 注射用甲磺酸萘莫司他   √   

106 CYHS1700282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   

107 CYHS1700283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   

108 CYHS1700408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   

109 CYHS1700409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   

110 CYHS1700410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   

111 CYHS1700417 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   √   

112 CYHS1700451 拉莫三嗪片   √   

113 CYHS1700452 拉莫三嗪片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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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114 CYHS1700453 左乙拉西坦片   √   

115 CYHS1700454 左乙拉西坦片   √   

116 CYHS1700548 阿仑膦酸钠片   √   

117 CYHS1700687 盐酸西那卡塞片   √   

118 CYHS1800006 环孢素滴眼液（Ⅱ）   √   

119 CYHS1800050 恩替卡韦片   √   

120 CYHS1800051 恩替卡韦片   √   

121 CYHS1800071 阿立哌唑片   √   

122 CYHS1800072 阿立哌唑片   √   

123 CYHS1800073 阿立哌唑片   √   

124 CYHS1800093 格隆溴铵注射液   √   

125 CYHS1800096 塞来昔布胶囊   √   

126 CYHS1800097 塞来昔布胶囊   √   

127 CYHS1800104 恩替卡韦片   √   

128 CYHS1800105 恩替卡韦片   √   

129 CYHS1800108 孟鲁司特钠片   √   

130 CYHS1800109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   

131 CYHS1800110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   

132 CYHS1800123 盐酸伐地那非片   √   

133 CYHS1800124 盐酸伐地那非片   √   

134 CYHS1800133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   

135 CYHS1800134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   

136 CYHS1800136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Ⅰ）   √   

137 CYHS1800137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   

138 CYHS1800138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Ⅲ）   √   

139 CYHS1800142 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   √   

140 CYHS1800143 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   √   

141 CYHS1800144 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片   √   

142 CYHS1800148 奥氮平片   √   

143 CYHS1800161 奥氮平口崩片   √   

144 CYHS1800162 利格列汀片   √   

145 CYHS1800170 头孢地尼胶囊   √   

146 CYHS1800171 瑞舒伐他汀钙片   √   

147 CYHS1800187 泊马度胺胶囊   √   

148 CYHS1800188 泊马度胺胶囊   √   

149 CYHS1800189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   

150 CYHS1800190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Ⅲ）   √   

151 CYHS1800199 匹伐他汀钙片   √   

152 CYHS1800215 盐酸美金刚片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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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153 CYHS1800216 达比加群酯胶囊   √   

154 CYHS1800217 达比加群酯胶囊   √   

155 CYHS1800223 奥氮平片   √   

156 CYHS1800224 奥氮平片   √   

157 CYHS1800226 塞来昔布胶囊   √   

158 CYHS1800227 塞来昔布胶囊   √   

159 CYHS1800268 阿托伐他汀钙片   √   

160 CYHS1800269 阿托伐他汀钙片   √   

161 CYHS1800273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   

162 CYHS1800296 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   √   

163 CYHS1800303 替格瑞洛片   √   

164 CYHS1800359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   

165 CYHS1800360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   

166 CYHS1800361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   

167 CYHS1800369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   

168 CYHS1800456 盐酸美金刚片   √   

169 CYHS1800457 盐酸美金刚片   √   

170 CYHS1800473 阿那曲唑片   √   

171 CYHS1800489 恩替卡韦口服溶液   √   

172 CYHS1800496 曲前列尼尔注射液   √   

173 CYHS1900010 盐酸乐卡地平片   √   

174 CYHS1900032 布洛芬缓释胶囊   √   

175 CYHS1900054 瑞舒伐他汀钙片   √   

176 CYHS1900055 瑞舒伐他汀钙片   √   

177 CYHS1900056 盐酸二甲双胍片   √   

178 CYHS1900057 盐酸二甲双胍片   √   

179 CYHS1900059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   

180 CYHS1900063 盐酸二甲双胍片   √   

181 CYHS1900083 氟维司群注射液   √   

182 CYHS1900084 泼尼松片   √   

183 CYHS1900085 泼尼松片   √   

184 CYHS1900086 泼尼松片   √   

185 CYHS1900100 普瑞巴林胶囊   √   

186 CYHS1900101 普瑞巴林胶囊   √   

187 CYHS1900113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   

188 CYHS1900114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   

189 CYHS1900124 阿卡波糖片   √   

190 CYHS1900129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   

191 CYHS1900135 注射用丹曲林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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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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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附条件 

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

批程序 

特别审

批程序 

192 CYHS1900139 拉考沙胺注射液   √   

193 CYHS1900193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   

194 CYHS1900194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   

195 CYHS1900203 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   √   

196 CYHS1900204 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   √   

197 CYHS1900205 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   √   

198 CYHS1900218 阿卡波糖片   √   

199 CYHS1900227 头孢地尼颗粒   √   

200 CYHS1900283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   

201 CYHS1900295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   

202 CYHS1900296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   

203 CYHS1900318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   

204 CYHS1900454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   

205 CYHS1900477 注射用比伐芦定   √   

206 CYHS1900485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   

207 CYHS1900486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   

208 CYHS1900487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胶囊   √   

209 CYHS1900525 瑞舒伐他汀钙片   √   

210 CYHS1900526 瑞舒伐他汀钙片   √   

211 CYHS1900557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   

212 CYHS1900558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   

213 CYHS1900666 磷酸西格列汀片   √   

214 CYHS1900667 磷酸西格列汀片   √   

215 CYHS1900668 磷酸西格列汀片   √   

216 CYHS1900682 紫杉醇注射液   √   

217 CYHS1900683 紫杉醇注射液   √   

218 JXHS1900037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   

219 ——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Vero细胞） 
√ 

  
√ 

220 —— 连花清瘟胶囊     √ 

221 —— 连花清瘟颗粒     √ 

222 —— 金花清感颗粒     √ 

223 —— 血必净注射液     √ 

注：1.该附件按照受理号进行统计。 

2.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内暂无通过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因此表中不列示。 

3.新冠病毒疫苗药物受理号不对外公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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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0 年临床试验阶段纳入突破性治疗通道的药物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原因 拟定适应症 

1 YY-20394片 

1.中国目前尚没有针对该适应症的产

品获批上市，也没有PI3K抑制剂上市。 

2.本品针对拟申报适应症人群已经获

得超过 50例受试者的有效性数据，超

过 20例受试者治疗时长超过 6个月，

有效性结果远优于已在境外获批相同

适应症的同类产品。 

用于既往接受至少二线治

疗后复发难治的 FL患者。 

2 
注射用普那布

林浓溶液 

1.本品为治疗拟申报适应症的全新机

制产品。 

2.Ⅲ期研究数据中期分析结果获得显

著优于对照组的结果。 

3.本品相比于传统的治疗药物，有效

降低骨痛的发生率，具有安全性优势。 

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CSF）联用，用于非髓

性恶性肿瘤患者中骨髓抑

制性抗癌药物引起的重度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CIN）。 

3 
TAK-788 

胶囊 

1.本品拟定适应症为 EGFR 第 20 外显

子插入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无

有效治疗药物获批。 

2.本品前期有效性数据较历史数据显

著提高，复发难治患者中具有较高的

客观缓解率和持久的缓解持续时间。 

用于治疗既往至少接受过

一次全身化疗的携带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EGFR）20

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

癌（NSCLC）患者。 

4 
JNJ-61186372

注射液 

1.本品拟定适应症为 EGFR 第 20 外显

子插入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无

有效治疗药物获批。 

2.本品前期有效性数据较历史数据显

著提高，复发难治患者中具有较高的

客观缓解率和持久的缓解持续时间，

本品基于相同数据已于境外监管机构

获得 BTD认定。 

用于治疗含铂双药化疗期

间或之后进展，或对含铂化

疗不耐受的 EGFR20 号外显

子插入突变的转移性或手

术不可切除的 NSCLC患者。 

5 
AK104 

注射液 

用于治疗末线宫颈癌，本品现有有效

性数据体现出突出的治疗效果。 

用于既往含铂治疗期间或

治疗后疾病进展的复发或

转移性宫颈鳞癌（含腺鳞

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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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原因 拟定适应症 

6 
苹果酸法米替

尼胶囊 

用于治疗末线宫颈癌，本品联合治疗

现有有效性数据体现出突出的治疗效

果。 

用于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联合苹果酸法米替尼胶囊

治疗经过一线级以上治疗

失败的复发转移性宫颈癌。 

7 
注射用卡瑞利

珠单抗 

用于治疗末线宫颈癌，本品联合治疗

现有有效性数据体现出突出的治疗效

果。 

用于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联合苹果酸法米替尼胶囊

治疗经过一线级以上治疗

失败的复发转移性宫颈癌。 

8 

注射用重组人

源化抗 HER2

单抗-MMAE偶

联剂 

本品拟定适应症 HER-2 阳性复发难治

尿路上皮癌，本品单药较历史数据具

有显著提高的客观缓解率。 

用于 HER2 过表达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

（包括膀胱、输尿管、肾盂

及尿道来源），且为既往经

过化疗失败后进展的患者。

HER2 过表达定义为经 IHC

检测原发灶或转移灶肿瘤

组织 HER2 表达为 IHC 2+或

IHC 3+。 

9 DZD9008片 

1.本品拟定适应症为 EGFR 第 20 外显

子插入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无

有效治疗药物获批。 

2.本品前期有效性数据较历史数据显

著提高，复发难治患者中具有较高的

客观缓解率，且在同靶点产品耐药患

者中显示出初步疗效。 

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一次

全身化疗的携带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EGFR）20号外显

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NSCLC）。 

10 
西奥罗尼 

胶囊 

1.本品拟定适应症复发难治的广泛期

小细胞肺癌属于难治疾病背景。 

2.本品当前有效性数据突出，与历史

数据对照具有较高的客观缓解率和无

进展生存期。 

用于西奥罗尼胶囊单药治

疗经过 2线系统化疗方案治

疗后疾病进展或复发的小

细胞肺癌。 

11 
BLU-667 

胶囊 

1.本品拟定的 RET 融合阳性甲状腺髓

样癌属于难治疾病背景。 

2.本品当前有效性数据突出，与历史

数据对照具有较高的客观缓解率和持

久的缓解持续时间。 

用于转染重排（RET）突变

阳性的晚期或转移性甲状

腺髓样癌（MTC）患者的系

统性治疗。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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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原因 拟定适应症 

12 DS-8201a 

1.本品目标适应症为既往接受过一种

或一种以上治疗方案的HER2阳性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胃或食管胃结合部

（GEJ）腺癌，疾病符合当前 BTD程序

的情形。 

2.本品疗效突出，与胃癌二线治疗历

史对照数据相比具有较为突出的疗效

优势。 

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种或一

种以上治疗方案的 HER2 阳

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或

食管胃结合部（GEJ）腺癌

成人患者。 

13 
AK0529肠溶

胶囊 

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重症支气管肺

炎可危及生命。目前国内尚无有效治

疗手段，该药物已有临床试验数据显

示，与安慰剂相比，显著提高了疗效。 

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和下

呼吸道感染，包括病毒性支

气管炎和肺炎。 

14 
Nefecon缓释

胶囊 

原发性 IgA 肾病（IgAN）严重影响生

存质量，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本品已

有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与安慰剂相

比，在重要临床结局上具有显著临床

意义的疗效。 

用 于 原 发 性 IgA 肾 病

（IgAN）。 

15 
TQJ230 

注射液 

心血管疾病严重危及生命。脂蛋白（a）

水平由遗传因素决定，是心血管疾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目前，尚无针

对该指标的药物获准上市。本品已有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与安慰剂相比，

显著降低脂蛋白（a）水平。 

通过降低脂蛋白（a）水平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6 
PF-06651600

片 

斑秃（包括全秃）是严重影响生存质

量的疾病，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

本品境外Ⅱa 期数据初步显示其可显

著提高此类患者生存质量。 

用于≥12岁斑秃患者（包括

全秃[AT]和普秃[AU]）的治

疗。 

17 BN101片 

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属于严重影响生

存质量的疾病，且尚无有效防治手段。

本品已完成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提示

其用于治疗经过≥2 线系统性治疗失

败后的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总体缓

解率为 65%。 

用于至少经过一线系统治

疗的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cGVHD）患者

的治疗。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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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原因 拟定适应症 

18 

LCAR-B38M 

CAR-T细胞自

体回输制剂

（简称：

LCAR-B38M细

胞制剂） 

符合以下条件：1.拟申请适应症为经

过至少 3线且至少包括一种 PI和一种

IMiD 治疗后疾病进展的多发性骨髓

瘤，为病情严重危及患者生命的疾病。

2.目前该疾病在临床无有效治疗手

段，本品现有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本

品能提供有效治疗手段，显著提高临

床疗效。 

用于单药治疗复发或难治

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患者既往接受过至少三线

治疗，其中包括至少一种蛋

白酶体抑制剂和至少一种

免疫调节剂。 

19 

JWCAR029

（CD19靶向

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 

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者严重影响

生存质量的疾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

比，该药物具有明显临床优势。 

用于复发或难治性滤泡淋

巴瘤。 

20 

CT053全人抗

BCMA自体 CAR 

T细胞注射液 

1.拟申请适应症为经过至少 3 线且至

少包括一种 PI 和一种 IMiD 治疗后疾

病进展的多发性骨髓瘤，为病情严重

危及患者生命的疾病。 

2.目前该疾病在临床无有效治疗手

段，本品现有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本

品能提供有效治疗手段，显著提高临

床疗效。 

用于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

瘤。 

21 

抗 CD19嵌合

抗原受体 T细

胞注射液 

1.该品种所针对的适应症属于严重危

及生命的疾病。 

2.该疾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存

在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本品已有的注

册 I 期临床试验的数据，与良好证据

的历史对照相比，该品种在主要临床

结局（ORR）上能显著提高疗效疗效。 

用于复发或难治性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 

22 

Copanlisib

注射用冻干 

制剂* 

1.中国目前尚没有针对该适应症的产

品获批上市。 

2.现有数据显示，本品可获得显著高

于现有治疗手段历史数据的 ORR。 

3.本品治疗相应适应症已经获得 FDA

授予突破性治疗药物资质。 

 

 

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

两线治疗的复发性边缘区

淋巴瘤（MZL）成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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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 —— 

序号 药品名称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原因 拟定适应症 

23 
Uproleselan

注射液* 

1.本品为治疗拟申报适应症的全新机

制产品。 

2.Ⅱ期研究中，66 例复发难治患者接

受了本品联合 MEC 方案治疗，不区分

既往是否已经接受移植，CR+CRi 率、

CR率、MRD阴性率和中位 OS均相对于

MEC方案历史数据有显著的改善。 

3.联合本品治疗后，口腔黏膜炎或重

度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得到改善。 

4.本品相同适应症获 FDA 授予 BTD。 

用于成人复发或难治性急

性髓系白血病(AML)。 

注：“*”为公示日期截止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品种，根据程序在 2021 年纳入突破性治疗程序，

因此不纳入到 2020 年的统计范围。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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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0 年发布的技术指导原则 

序号 名称 内容简介 

1 

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

与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通告 2020 年

第 1号） 

旨在厘清药物研发和监管决策中真实世界证据的相

关定义，指导真实世界数据收集以及适用性评估，明

确真实世界证据在药物监管决策中的地位和适用范

围，探究真实世界证据的评价原则，为工业界和监管

部门利用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监管决策提供参考

意见。 

2 

化学药物中亚硝胺类杂质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1号） 

为了保证药品的安全和质量可控，实现有效的风险控

制，特制定本技术指导原则，旨在为注册申请上市以

及已上市化学药品中亚硝胺类杂质的研究和控制提

供指导。 

3 

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号） 

旨在加强对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工作的指导。 

4 

化学药品注射剂（特殊注射

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技术要求（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

号） 

旨在加强对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工作的指导。 

5 

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

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通告 2020年第 2号） 

旨在加强对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工作的指导。 

6 

利拉鲁肽注射液生物类似药

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号） 

在生物类似药指导原则基础上，结合药物研究进展、

相关的技术指导原则及目前沟通交流经验，形成的对

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临床研究策略和临床试验设计

的建议，供药物研发的申办者和研究者参考。 

7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药物临床

试验管理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13号） 

旨在对疫情期间应急批准的新冠肺炎药物（包括疫

苗）临床试验和其他在研药物临床试验提出建议，供

申办者和研究者参考。 

8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

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14号） 

为进一步明确技术审评标准，提高企业研发效率，在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发布的《生物类似药

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基础上，结合利

妥昔单抗的特点，重点探讨当前普遍关注的临床研究

策略和临床试验设计问题，以期为国内利妥昔单抗生

物类似药的临床研发提供参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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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内容简介 

9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

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15号） 

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发布的《生物类似

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基础上，结合

该品种的特点，对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试验

策略和方案设计要点进行探讨，以期为研发相关人员

提供参考。 

10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递交指导

原则（试行）（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16

号） 

旨在对临床试验数据递交的内容及格式提出了具体

要求，旨在指导申办方规范递交临床试验数据及相关

资料，同时有助于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相关从业人

员更好的开展临床试验中的相关工作。 

11 

药物临床试验非劣效设计指

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17号） 

旨在阐述非劣效试验的应用条件、设计要点、非劣效

界值设定、统计推断以及其他监管考虑等方面内容，

以指导临床试验各相关方能够正确地认识、实施和评

价非劣效试验。 

12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

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18号） 

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发布的《生物类似

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基础上，结合

阿达木单抗的特点，重点探讨当前普遍关注的临床研

究策略和临床试验设计问题，以期为阿达木单抗生物

类似药的临床研发提供参考。 

13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

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19号） 

结合安维汀特点，撰写了本技术指导原则，将以审评

视角，讨论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试验方案设

计及审评考虑，以期规范和促进我国贝伐珠单抗生物

类似药的研发。 

14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研

发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1号） 

结合近期疫苗研发中出现的新问题、疫苗研发工作的

新需求，指导申请人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15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 mRNA

疫苗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1号） 

用于指导应急状态下 mRNA 疫苗研制，明确现阶段对

mRNA疫苗研发技术的基本要求。 

16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非

临床有效性研究与评价技术

要点（试行）（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1

号） 

用于指导应急状态下新冠疫苗研制，明确现阶段对新

冠疫苗药效学评价的基本要求。 

17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临

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用于指导应急状态下新冠疫苗研制，指导现阶段对新

冠疫苗临床研究的基本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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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内容简介 

2020年第 21号） 

18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用疫苗临

床评价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1号） 

用于指导应急状态下新冠疫苗研制，明确现阶段对新

冠疫苗临床评价的基本要求。 

19 

真实世界研究支持儿童药物

研发与审评的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2号） 

着重介绍现阶段真实世界研究支持我国儿童药物研

发时的常见情形及关注点，有关真实世界研究的基础

概念、基本原则、研究设计及统计方法学等内容 

20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药物临

床试验中检测微小残留病的

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3

号） 

针对在我国研发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新药，对临床研究

尤其关键性注册临床研究中进行微小残留病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检测提出观点

和建议，适用于在成人和儿童 ALL 人群中开展的临床

研究，供药物研发的申请人和研究者参考。 

21 

新型冠状病毒中和抗体类药

物申报临床药学研究与技术

资料要求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4号） 

适用于新冠中和抗体类药物申报临床阶段的药学研

究。新冠中和抗体类药物以基因重组技术制备的单克

隆抗体为主，也包括抗体片段、Fc 融合蛋白、双特

异性抗体等。此类抗体药物有可能单独或联合用于新

冠肺炎的治疗与预防。 

22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治疗药

物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5号） 

旨在为治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化学药物和生物

制品的开发提供有关临床试验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方

法学指导。 

23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监查委员

会指导原则（试行）（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7号） 

主 要 阐 述 临 床 试 验 数 据 监 查 委 员 会 （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DMC）在临床试验中的职责、

任务和组成，以及 DMC 运行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和统

计学考虑，并强调 DMC的独立性以及对利益冲突的规

避原则，旨在为申办者提供 DMC 建立与实施的指导性

建议，以确保 DMC的规范运作和顺利实施。 

24 

急性细菌性皮肤及皮肤结构

感染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技术

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8号） 

为针对拟用于急性细菌性皮肤及皮肤结构感染药物

临床试验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指导，解决临床试验中

的重点问题，规范其临床试验，保证数据完整性，为

注册申请人、临床试验研究者在规划、设计、实施临

床试验中提供技术指导。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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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内容简介 

25 

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抗菌

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28号） 

为针对拟用于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抗菌药物临床

试验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指导，解决临床试验中的重

点问题，规范其临床试验，保证数据完整性，为注册

申请人、临床试验研究者在规划、设计、实施临床试

验中提供技术指导。 

26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

临床技术要求（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29

号） 

为加快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及仿制药品

研发上市进程，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其配套

文件，结合《国家药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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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对此类药品临床研究和评价的技术要求。 

27 

放射性体内诊断药物临床评

价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30号） 

用于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正电

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等核医学检查中使用的放诊

药物，主要针对放诊药物与非放射性治疗药物在临床

研发中不同的关注点进行说明。 

28 

中药新药用药材质量控制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1号） 

包括药材基原与药用部位、产地、种植养殖、采收与

产地加工、包装与贮藏及质量标准等内容，旨在为中

药新药用药材的质量控制研究提供参考。 

29 

中药新药用饮片炮制研究指

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31号） 

包括炮制工艺、炮制用辅料、饮片标准、包装与贮藏

等内容，旨在为中药新药用饮片炮制的研究提供参

考。 

30 

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31号） 

旨在为我国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研究提供技术指导，重

点阐述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研究及质量标准制定的基

本要求，天然药物的质量标准研究也可参照本指导原

则。 

31 

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密

封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3号） 

参考国内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和标准起草制订，重点

对注射剂包装系统密封性检查方法的选择和验证进

行阐述，旨在促进现阶段化学药品注射剂的研究和评

价工作的开展。 

32 

化学药品注射剂生产所用的

塑料组件系统相容性研究技

术指南（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33号） 

旨在阐述一种基于科学和风险的研究思路来开展注

射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塑料组件系统的相容性研究。

制剂申请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确保生产使用的塑

料组件系统符合预期用途负有最终责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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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内容简介 

33 

化学仿制药口服片剂功能性

刻痕设计和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

告 2020年第 35 号） 

为进一步完善化学仿制药研究和申报的技术要求，现

参考各国监管机构相关的技术要求并结合中国药典

及国内仿制药研发与生产现状而制定。 

34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36号） 

根据采用硫酸铵梯度法制备的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

注射液的制剂特点，提出仿制药开发过程中药学研

究、非临床研究和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技术要求，旨在

为该仿制药的研发提供技术指导。 

35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

告 2020年第 36 号） 

结合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的制剂特点，提

出仿制药开发过程中药学研究、非临床研究和生物等

效性研究的技术要求，旨在为该仿制药的研发提供技

术指导。 

36 

中药新药研究各阶段药学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7号） 

主要针对中药新药申请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前、

申请上市许可及上市后研究各阶段需要完成的药学

主要研究内容提出基本要求，为中药新药研究提供参

考。 

37 

中药均一化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国家药监局药

审中心通告2020年第38号） 

旨在减少中药材的质量差异导致的中药制剂质量波

动，提高中药制剂批间质量一致性。 

38 

中药新药研究过程中沟通交

流会的药学资料要求（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39号） 

旨在为申请人准备中药新药研究过程中沟通交流会

的药学资料提供指导。 

39 

化学药品创新药 I 期临床试

验申请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

术要求》和《化学药品 I 期

临床试验申请药学研究信息

汇总表（修订版）》（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40号） 

结合审评中发现部分创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仍然

存在一些安全性内容相关的药学问题。为了更好地实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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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药

的研究和开发，本技术要求对创新药 I期临床试验申

请药学共性问题进行总结，以供申请人参考。 

40 

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技术指

导原则（试行）（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旨在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加快具有突

出临床价值的临床急需药品上市，规范药品附条件批

准相关技术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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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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号） 

41 

中药复方制剂生产工艺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43号） 

主要用于指导申请人开展以中药饮片为原料的中药

复方制剂生产工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前处理研究、

提取纯化与浓缩干燥研究、成型研究、包装选择研究、

中试研究、商业规模生产研究、工艺验证等。 

42 

晚期肝细胞癌临床试验终点

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44

号） 

旨在阐述当前晚期肝细胞癌临床试验终点的一般性

设计与审评考虑，期望为抗肿瘤药物研发人员在晚期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临床

试验设计和终点选择方面提供参考，提高研发效率，

使患者早日获益。 

43 

GnRH 激动剂用于晚期前列

腺癌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45号） 

针对我国在研的 GnRH 激动剂晚期前列腺癌适应症的

临床研究设计提出建议，供申请人和研究者参考。本

技术指导原则不涵盖 GnRH抑制剂的临床研究设计。 

44 

单臂试验支持上市的抗肿瘤

药上市许可申请前临床方面

沟通交流技术指导原则（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46号） 

旨在保障抗肿瘤药以充分科学依据开展关键单臂试

验，帮助申请人提高研发效率并与中心更高效地沟

通，以期为计划以单臂试验支持上市的抗肿瘤药进入

上市许可申请前临床方面沟通交流提供资料准备建

议和技术指导。 

45 

单臂试验支持上市的抗肿瘤

药进入关键试验前临床方面

沟通交流技术指导原则（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47号） 

旨在保障抗肿瘤药以充分科学依据开展关键单臂试

验，帮助申请人提高研发效率并与中心更高效地沟

通，以期为计划以单臂试验支持上市的抗肿瘤药进入

关键试验（即支持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临床试验）前

临床方面沟通交流提供资料准备建议和技术指导。 

46 

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生物等

效性研究指导原则（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

第 49号） 

根据经口吸入制剂的特殊性，提出在仿制药开发时进

行药学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方法，旨在为经口吸

入制剂仿制药的研发提供技术指导。 

47 

中药生物效应检测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试行）（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

第 50号） 

旨在鼓励探索研究中药生物效应检测方法，完善中药

质量控制体系。主要包括检测方法的选择、供试品的

选择和制备、参照物的选择和标定、试验系的选择、

检测指标的选择、判定标准、方法学验证、结果统计

与分析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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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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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控制近视进展药物临床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51

号） 

旨在为控制近视进展的新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品的开

发提供有关临床试验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方法学指

导。 

49 

化学仿制药透皮贴剂药学研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52号） 

为化学仿制药透皮贴剂的药学方面相关研发研究工

作提供参考，重点讨论透皮贴剂在药学方面的特殊性

问题，对其他药学一般性问题可参照已发布的相关指

导原则执行。 

50 

化学药品注射剂灭菌和无菌

工艺研究及验证指导原则

（试行）（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53号） 

主要适用于注射剂申请上市以及上市后变更等注册

申报过程中对灭菌/无菌工艺进行的研究和验证工

作，相关仪器设备等的验证及常规再验证不包括在本

指导原则的范围内。 

51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

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54号） 

阐述化药改良新药的临床优势，以及不同优势的化药

改良新药的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原则，以期为化药改

良新药临床研发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 

52 

抗肿瘤药联合治疗临床试验

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55

号） 

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抗肿瘤新药之间的联合治疗，

以及新药与标准治疗或已上市药品的联合治疗。将依

据不同的联合治疗临床试验阶段阐述抗肿瘤药联合

治疗的试验设计原则和获益评价，以期为抗肿瘤药联

合治疗提供参考，科学有序研发。 

53 

抗肿瘤创新药上市申请安全

性总结资料准备技术指导原

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

告 2020年第 56 号） 

从抗肿瘤创新药的安全性数据来源、标准化和具体撰

写建议方面，针对首次递交上市申请的抗肿瘤创新药

产品，在安全性资料的整理、分析和汇总方面提供建

议，为申请人后续参照 ICH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准备申

报资料的安全性部分内容提供参考。 

54 

中药新药用于糖尿病肾脏疾

病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57号） 

适用于针对异常蛋白尿伴或不伴有 eGFR 下降的糖尿

病肾脏疾病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研究者应根据

其药物组方依据的中医药理论和既往人用经验，明确

目标药物的治疗作用及临床试验目的，设计科学、规

范且可行的临床试验方案，以评价中药新药用于糖尿

病肾脏疾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55 

中药新药用于慢性便秘临床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

第 57号） 

旨在为针对慢性便秘开发的中药新药的临床试验提

供建议和指导。慢性便秘治疗的主要目的是缓解临床

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中医药治疗慢性便秘有一

定的临床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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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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技术指

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59号） 

旨在提出模型引导药物研发的一般考虑。建模与模拟

技术已应用于药物研发的多个阶段，可在药物研发的

多个关键决策点发挥重要作用。为引导和规范模型、

引导的药物研发相关方法的合理使用。 

57 

药物临床试验富集策略与设

计指导原则（试行）（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0号） 

阐述了常用的富集策略与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各自的

优缺点，并从实际应用和监管角度说明需要考虑的关

键问题。 

58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统计学

设计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61号） 

旨在针对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设计中的关键统计学

技术问题，提供科学建议，为申办者开展抗肿瘤药物

的临床研发提供参考。 

59 

窄治疗指数药物生物等效性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

第 62号） 

旨在为窄治疗指数药物开展以药动学参数为主要终

点指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研究设计、统计分析、

结果报告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60 

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63号） 

基于当前对群体 PK 研究的理解和认识，提供相关考

虑要点和一般的科学性指导，以帮助合理开展和应用

群体 PK 研究。未来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需基于科

学判断开展研究和分析。 

61 

药物临床试验亚组分析指导

原则（试行）（国家药监局

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4

号） 

主要阐述了亚组的识别和定义、亚组分析的类型、一

般考虑以及确证性临床试验中的亚组分析等方面的

内容，旨在为申办者能够在临床试验中对亚组分析进

行正确地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指导性建议。 

62 

药物临床试验协变量校正指

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中

心通告 2020年第 65号） 

旨在阐明确证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协变量的处理

原则，并为试验设计、统计分析、临床试验报告中如

何处理和解读重要的协变量提供建议。 

63 

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问题指

导原则（试行）（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6号） 

阐述常见的多重性问题和相应的决策策略，介绍常用

的多重性调整方法和多重性分析方法，旨在为确证性

药物临床试验中如何控制 FWER 提供指导意见，所讨

论的一般原则也适用于其它类型的临床研究。 

64 

儿童用药（化学药品）药学

开发指导原则（试行）（国

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年第 67号） 

从给药途径和剂型的选择、原料药、辅料、包装系统

和给药装置、患者可接受性等方面阐述儿童用药药学

开发的特点，旨在为儿童用药的药学开发提供研发思

路和技术指导。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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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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治疗脂代谢紊乱药物临床试

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

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8号） 

旨在为治疗脂代谢紊乱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技术建

议，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的药物研发。 

66 

复杂性尿路感染抗菌药物临

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9号） 

用于复杂性尿路感染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提供更加精

准的技术指导，解决临床试验中的重点问题，规范其

临床试验，保证数据完整性。 

67 

单纯性尿路感染抗菌药物临

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9号） 

用于单纯性尿路感染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提供更加精

准的技术指导，解决临床试验中的重点问题，规范其

临床试验，保证数据完整性。 

68 

抗菌药物临床试验微生物学

实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

第 69号） 

阐述与抗菌药物临床试验相匹配的微生物学实验的

基本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主要对药品注册申请人和

临床试验研究者有关的抗菌药物临床试验微生物学

实验研究提出原则性技术要求。 

69 

抗肺结核药物临床试验技术

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9号） 

适用于在肺结核患者人群中开展的治疗用抗肺结核

药物临床试验，包括由敏感和各种类型耐药的结核分

枝杆菌所致的肺结核（除外结核性胸膜炎），不包括

肺外结核、潜伏性结核感染、密切接触者预防、由疫

苗接种引起的卡介菌病等。 

70 

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抗菌药物临

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

药监局药审中心通告 2020

年第 69号） 

适用于在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呼吸机相关细菌性

肺炎患者人群中开展的治疗用抗菌药物临床试验，包

括由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所致的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呼

吸机相关细菌性肺炎。 

71 

儿科用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国家药监局药

审中心通告2020年第70号） 

旨在为儿科人群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提供指导，通常需

收集不同年龄段的药代动力学（PK）、药效动力学（PD）

及其影响因素数据，支持最优剂量的探索与确定，支

持儿科人群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以及安全性、有效

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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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020 年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审评审批情况 

 

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1 
Elosulfase 

Alfa 

Biomarin 

Pharmaceu

tical Inc. 

美国 2014/2/14 
IVA 型黏多

糖贮积症 

已

批

准 

依洛硫酸酯

酶 a注射液 

2 Selexipag 

Actelion 

Pharmaceu

ticals Ltd 

美国 2015/12/21 
肺 动 脉 高

压 

已

批

准 

司来帕格片 

3 Denosumab 

Amgen 

Europe 

B.V. 

欧盟 20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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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批

准 

地舒单抗注

射液 

4 

Fingolimod 

HCl Oral 

Capsules 

Novartis 

Pharmaceu

ticals 

Corp 

美国 2010/9/21 
多 发 性 硬

化症 

已

批

准 

盐酸芬戈莫

德胶囊 

5 Secukinumab 

Novartis 

Pharma 

K.K. 

日本 2014/12/26 

银屑病，银

屑 病 关 节

炎，强直性

脊柱炎 

已

批

准 

司库奇尤单

抗注射液 

6 Ixekizumab 
ELILILLYA

NDCOMPANY 
美国 20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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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批

准 

依奇珠单抗

注射液 

7 Nusinersen 
BIOGENIDE

CINC 
美国 2016/12/23 

脊 髓 性 肌

萎缩 

已

批

准 

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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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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8 Guselkumab 
JANSSENBI

OTECH 
美国 2017/7/13 

红 皮 病 型

银屑病，斑

块 状 银 屑

病，脓疱型

银屑病，银

屑 病 关 节

炎，寻常型

银屑病 

已

批

准 

古塞奇尤单

抗注射液 

9 

Shingrix 

Zoster 

Vaccine 

Recombinant

, 

Adjuvanted 

GlaxoSmit

hKline 

Biologica

ls Rue de  

美国 2017/10/20 

用于 50 岁

及 以 上 成

人 预 防 带

状疱疹 

已

批

准 

重组带状疱

疹疫苗（CHO

细胞） 

10 

Ledipasvir 

And 

Sofosbuvir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4/10/10 丙肝 

已

批

准 

来迪派韦索

磷布韦片 

11 

Sofosbuvir; 

Velpatasvir

; 

Voxilaprevi

r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7/7/18 丙肝 

已

批

准 

索磷布韦韦

帕他韦伏西

瑞韦片 

12 

Alectinib 

Hydrochlori

de 

Chugai 

Pharmaceu

tical Co., 

Ltd. 

日本 2014/7/4 

间 变 性 淋

巴 瘤 激 酶

（ ALK）阳

性 非 小 细

胞肺癌，非

小 细 胞 肺

癌 

已

批

准 

盐酸阿来替

尼胶囊 

13 
Pembrolizum

ab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美国 2014/9/4 

晚 期 黑 色

素瘤，转移

性 黑 色 素

瘤，非小细

胞肺癌，头

颈癌，黑色

素瘤 

已

批

准 

帕博利珠单

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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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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14 Olaparib 
AstraZene

ca AB 
欧盟 2014/12/16 

晚 期 卵 巢

癌，原发性

腹膜癌，输

卵管癌，上

皮 性 卵 巢

癌，BRCA突

变 的 晚 期

卵巢癌 

已

批

准 

奥拉帕利片 

15 Evolocumab 

Amgen 

Europe 

B.V. 

欧盟 2015/7/15 
高 胆 固 醇

血症 

已

批

准 

依洛尤单抗

注射液 

16 Eculizumab 

欧

盟:Alexio

n Europe 

SAS; 

美

国:Alexio

n 

欧盟 

美国 
2007/6/20 

阵 发 性 睡

眠 性 血 红

蛋白尿症，

非 典 型 溶

血 尿 毒 综

合征 

已

批

准 

依库珠单抗

注射液 

17 
Teriflunomi

de 

sanofi-av

entis 

recherche 

& 

developpe

ment 

美国 2012/9/12 
多 发 性 硬

化症 

已

批

准 

特立氟胺片 

18 Palbociclib PfizerInc 美国 2015/2/3 乳腺癌 

已

批

准 

哌柏西利胶

囊 

19 

Elvitegravi

r, 

Cobicistat, 

Emtricitabi

ne, And 

Tenofovir 

Alafenamide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5/11/5 艾滋病 

已

批

准 

艾考恩丙替

片 

20 

Fabrazyme(A

galsidase 

Beta) 

Genzyme 

Europe 

B.V. 

欧盟 2001/3/8 法布雷病 

已

批

准 

注射用阿加

糖酶β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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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21 

Erleada 

(apalutamid

e) 

Janssen 

Biotech, 

Inc. 

美国 2018/2/14 

非 转 移 性

去 势 抵 抗

性 前 列 腺

癌 

已

批

准 

阿帕他胺片 

22 

Maviret(Gle

caprevir/Pi

brentasvir) 

AbbVie 

Deutschla

nd GmbH 

Co. KG 

欧盟 2017/7/26 丙肝 

已

批

准 

格卡瑞韦哌

仑他韦片 

23 

BIKTARVY(bi

ctegravir, 

emtricitabi

ne, and 

tenofovir 

alafenamide

) Tablets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8/2/7 艾滋病 

已

批

准 

比克恩丙诺

片 

24 

Tracleer 32 

mg 

dispersible 

tablets 

Janssen-C

ilag 

Internati

onal N V 

欧盟 2009/6/3 
肺 动 脉 高

压 

已

批

准 

波生坦分散

片 

25 
Radicava 

(Edaravone) 

Mitsubish

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

on 

日本 2015/6/1 
肌 萎 缩 侧

索硬化 

已

批

准 

依达拉奉注

射液 

26 

STELARA 

(ustekinuma

b) 

Injection 

Janssen 

Biotech, 

Inc. 

美国 2016/9/23 克罗恩病 

已

批

准 

乌司奴单抗

注射液 

27 Brodalumab 

Kyowa 

Hakko 

Kirin Co., 

Ltd. 

日本 20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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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批

准 

布罗利尤单

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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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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28 Vedolizumab 

Takeda 

Pharmaceu

ticals 

U.S.A., 

Inc. 

美国 2014/5/20 

溃 疡 性 结

肠炎，克罗

恩病 

已

批

准 

注射用维得

利珠单抗 

29 Tafamidis Pfizer Ltd 欧盟 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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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批

准 

氯苯唑酸葡

胺软胶囊 

30 
Deutetraben

azine 

TEVABRAND

EDPHARM 
美国 2017/4/3 

迟 发 性 运

动障碍，亨

廷 顿 氏 舞

蹈症 

已

批

准 

氘丁苯那嗪

片 

31 

Cenegermin(

Recombinant 

Human Nerve 

Growth 

Factor) 

Dompe 

farmaceut

ici s.p.a. 

欧盟 2017/7/6 角膜炎 

已

批

准 

塞奈吉明滴

眼液 

32 

Aldurazyme 

(laronidase

) 

BIOMARIN 

PHARMACEU

TICAL INC. 

美国 2003/4/30 
黏 多 糖 贮

积症 I型 

已

批

准 

注射用拉罗

尼酶浓溶液 

33 

Replagal(Ag

alsidase 

alfa) 

Shire 

Human 

Genetic 

Therapies 

AB 

欧盟 2001/3/8 法布雷病 

已

批

准 

阿加糖酶α

注射用浓溶

液 

34 

Revatio 

(Sildenafil 

Citrate) 

Pfizer 

Inc. 
美国 2009/11/18 

肺 动 脉 高

压 

已

批

准 

枸橼酸西地

那非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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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35 

Lokelma(sod

ium 

zirconium 

cyclosilica

te) 

AstraZene

ca AB 
欧盟 2018/3/22 

高 钾 血 症

的 成 年 患

者的治疗 

已

批

准 

环硅酸锆钠

散 

36 

Humira 

(adalimumab

) 

AbbVie 

Deutschla

nd GmbH 

Co. KG 

欧盟 2016/6/24 

非 感 染 性

中 间 葡 萄

膜炎、后葡

萄 膜 炎 和

全 葡 萄 膜

炎。 

已

批

准 

阿达木单抗

注射液 

37 
DUPIXENT 

Injection 

Regeneron 

Pharmaceu

ticals, 

Inc. 

美国 2017/3/28 

中 至 重 度

特 应 性 皮

炎 

已

批

准 

度普利尤单

抗注射液 

38 

Eucrisa 

(crisaborol

e) Ointment 

Anacor 

Pharmaceu

ticals, 

Inc. 

美国 2016/12/14 

2 岁及以上

轻 度 至 中

度 特 应 性

皮炎 

已

批

准 

克立硼罗软

膏 

39 
Crysvita 

(Burosumab) 

Kyowa 

Kirin 

Limited 

欧盟 2018/2/19 
X 连锁低磷

佝偻病 

完

成

审

评 

布罗索尤单

抗注射液 

40 
Velaglucera

se Alfa 

Shire 

Human 

Genetic 

Therapies 

Inc 

美国 2010/2/26 戈谢病 

在

审

评 

— 

41 

ALPROLIX 

[Coagulatio

n Factor IX 

(Recombinan

t), Fc 

Fusion 

Protein] 

Bioverati

v 

Therapeut

ics Inc 

美国 2014/3/28 
乙 型 血 友

病 

在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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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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42 Icatibant 

Shire 

Orphan 

Therapies 

GmbH 

欧盟 2008/7/11 
遗 传 性 血

管性水肿 

在

审

评 

— 

43 

Careload LA 

(Beraprost 

sodium) 

東ﾚ株式会

社 
日本 2007/10/19 

肺 动 脉 高

压 

在

审

评 

— 

44 Dinutuximab 

UnitedThe

rapeutics

Corporati

on 

美国 2015/3/10 
神 经 母 细

胞瘤 

在

审

评 

— 

45 
Tetrabenazi

ne 
Prestwick 美国 2008/8/15 

亨 廷 顿 氏

舞蹈症 

在

审

评 

— 

46 

Xospata(Gil

teritinib 

fumarate) 

Astellas 

Pharma 

Inc. 

日本 2018/9/21 

用 于 治 疗

FLT3 突变

阳 性 的 复

发 或 难 治

性 急 性 髓

细 胞 白 血

病。 

在

审

评 

— 

47 

Tecfidera 

(dimethyl 

fumarate) 

Delayed-Rel

ease 

Capsules 

Biogen 

Idec, Inc. 
美国 2013/3/27 

多 发 性 硬

化 

在

审

评 

— 

48 

Xofluza(Bal

oxavir 

marboxil) 

（日本）

Shionogi & 

Co., Ltd. 

盐野义制药 

日本 2018/2/23 

治 疗 甲 型

和 乙 型 流

感 

在

审

评 

— 

49 Siltuximab 

Janssen 

Biotech, 

Inc. 

美国 2014/4/23 

多 中 心 卡

斯 特 莱 曼

病 

待

申

报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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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50 Canakinumab 

Novartis 

Pharmaceu

ticals 

Corporati

on 

美国 2009/6/17 

系 统 性 幼

年 特 发 性

关节炎，冷

吡 啉 相 关

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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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申

报 

— 

51 
Enasidenib 

mesylate 

CELGENECO

RP 
美国 2017/8/1 

急 性 骨 髓

性白血病 

待

申

报 

— 

52 Olaratumab 礼来 美国 2016/10/19 
软 组 织 肉

瘤 

待

申

报 

— 

53 

Luxturna 

Voretigene 

Neparvovec 

Spark 

Therapeut

ics, Inc. 

美国 2017/12/19 

双 等 位

RPE65 突变

相 关 的 视

网 膜 营 养

不良 

待

申

报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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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54 

Biopten 

Granules 

10%,2.5% 

(sapropteri

n 

hydrochlori

de) 

Daiichi 

Sankyo 

Co., Ltd. 

日本 2013/8/20 

1. 降 低 因

二 氢 喋 啶

合 成 酶 和

二 氢 喋 啶

还 原 酶 缺

乏 导 致 的

高 苯 丙 氨

酸 血 症 患

者 的 血 清

苯 丙 氨 酸

水平（a 型

高 苯 丙 氨

酸血症）。 

2. 降 低 四

氢 喋 啶 反

应 性 高 苯

丙 氨 酸 血

症 患 者 的

血 清 苯 丙

氨 酸 水 平

（BH4 反应

性 高 苯 丙

氨 酸 血

症）。 

待

申

报 

— 

55 

NORDITROPIN 

(somatropin

) injection 

NOVO 

NORDISK 

INC 

美国 

1.Noonan

适 应 症 于

2007 年 批

准

2.Prader-W

illi 适 应

症 于 2018

年批准 

1.Noonan

综合症 

2.Prader-

Willi 综合

症 

待

申

报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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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56 

Increlex 

(Mecasermin 

[rDNA 

origin]) 

Injection 

IPSEN INC 美国 2005/8/30 

儿 童 严 重

原 发 性 胰

岛 素 样 因

子 1缺乏，

生 长 激 素

受 体 基 因

缺陷，体内

出 现 生 长

激 素 中 和

和 抗 体 导

致 的 生 长

不 足 的 患

儿 

待

申

报 

— 

57 

Elaprase 

(Indursulfa

se) 

Injection 

Shire 

Human 

Genetic 

Therapies

, Inc. 

美国 2006/7/24 
黏 多 糖 贮

积症Ⅱ型 

待

申

报 

— 

58 

Galafold(Mi

galastat 

hydrochlori

de) 

Amicus 

Therapeut

ics UK Ltd 

欧盟 2016/5/25 法布雷病 

待

申

报 

— 

59 
Lysodren(mi

totane) 
HRA Pharma 美国 1970/7/8 

肾 上 腺 皮

质癌 

待

申

报 

— 

60 

Ruconest 

(Recombinan

t human 

C1-inhibito

r) 

Pharming 

Group N.V. 
欧盟 2010/10/28 

遗 传 性 血

管性水肿 

待

申

报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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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61 

Lemtrada 

(Alemtuzuma

b) 

Sanofi 

Belgium 
欧盟 2013/9/12 

多 发 性 硬

化 

待

申

报 

— 

62 
Vigadrone(v

igabatrin) 

Lundbeck 

Inc. 
美国 2009/8/21 

1 个月到 2

岁 婴 儿 的

婴 儿 痉 挛

症（IS）；

与 其 他 疗

法 一 起 用

于治疗 10

岁 及 以 上

成 年 人 和

儿 童 的 顽

固 性 复 合

部 分 发 作

性 癫 痫

（CPS） 

待

申

报 

— 

63 Ponatinib 

Ariad 

Pharmaceu

ticals Inc 

美国 2012/12/14 

慢 性 髓 细

胞 性 白 血

病，急性淋

巴 细 胞 白

血病，白血

病 

待

申

报 

— 

64 Eliglustat 
Genzyme 

Corp 
美国 2014/8/19 戈谢病 

待

申

报 

— 

65 Vismodegib 
Genentech 

Inc 
美国 2012/1/30 

基 底 细 胞

癌 

待

申

报 

— 

66 Apremilast 
Celgene 

Corp 
美国 2014/3/21 

银 屑 病 关

节炎，银屑

病 

待

申

报 

— 

67 Ecallantide Dyax Corp. 美国 2009/12/1 
遗 传 性 血

管性水肿 

待

申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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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68 
Taliglucera

se Alfa 
Pfizer Inc 美国 2012/5/10 戈谢病 

待

申

报 

— 

69 
Mipomersen 

Sodium 

Genzyme 

Corp 
美国 2013/1/29 

纯 合 子 家

族 性 高 胆

固醇血症 

待

申

报 

— 

70 Sonidegib 

NovartisP

harmaceut

icalsCorp 

美国 2015/7/24 
基 底 细 胞

癌 

待

申

报 

— 

71 
Dinutuximab 

Beta 

EUSA 

Pharma 

(UK) 

Limited 

欧盟 2017/5/8 
神 经 母 细

胞瘤 

待

申

报 

— 

72 Vorapaxar 

Merck 

Sharp And 

Dohme Corp 

美国 2014/5/8 

心肌梗塞，

周 边 动 脉

血管疾病，

血 栓 性 心

血管病 

待

申

报 

— 

73 
Dalfampridi

ne 

Acorda 

Therapeut

ics Inc 

美国 2010/1/22 
多 发 性 硬

化症 

待

申

报 

— 

74 Rilonacept Regeneron 美国 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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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申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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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 

批准国 

（地区）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适应症 

状

态 
通用名 

75 Lomitapide 

Aegerion 

Pharmaceu

ticals Inc 

美国 2012/12/21 

纯 合 子 家

族 性 高 胆

固醇血症，

高 胆 固 醇

血症 

待

申

报 

— 

76 
Vestronidas

e Alfa-Vjbk 

ULTRAGENY

XPHARMINC 
美国 2017/11/15 

VII 型黏多

糖贮积症 

待

申

报 

— 

77 

Vernakalant 

Hydrochlori

de 

Cardiome 

UK Limited 
欧盟 2010/9/1 心房颤 

待

申

报 

— 

78 
Cablivi(Cap

lacizumab) 
Ablynx NV 欧盟 2018/9/3 

获 得 性 血

栓 性 血 小

板 减 少 性

紫癜 

（aTTP） 

待

申

报 

— 

79 

Tibsovo 

(ivosidenib

) 

Agios 

Pharmaceu

ticals, 

Inc. 

美国 2018/7/20 
急 性 髓 系

白血病 

待

申

报 

— 

80 

Brineura 

(cerliponas

e alfa) 

Injection 

BioMarin 

Pharmaceu

tical Inc. 

美国 2017/4/27 

晚 发 婴 儿

型 神 经 元

蜡 样 脂 褐

质 沉 积 症

（CLN2） 

待

申

报 

— 

81 
Verkazia(ci

closporin) 
Santen OY 欧盟 2018/7/6 

4 岁以上儿

童 及 青 少

年 严 重 性

春 季 角 膜

结 膜 炎

（VKC) 

待

申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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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药品追溯码印刷规范（征求意见稿）》等 2 个标

准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1161500105.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6月 21日 

    为推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指导企业开展药品追溯码具体实施工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信息中心完成了《药品追溯码印刷规范》《药品追溯码消费者查询结果显示规范》2个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见附件 1-2）。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填写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见附件 3），于

2021 年 7月 20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10-88331937，88331955 

  电子邮箱：xxbzc@nmpaic.org.cn 

   

附：1.药品追溯码印刷规范（征求意见稿） 

  2.药品追溯码消费者查询结果显示规范（征求意见稿） 

  3.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 

2021年 6月 21 日 

 

  

附件 1.药品追溯码印刷规范（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药品追溯码消费者查询结果显示规范（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3 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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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单位名单的公告（2021 年第一

批）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197.jhtml                时间: 202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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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标准制定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委于 2021年 3月通过网站,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公开征集供药用辅料标

准研究用的样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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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4家（次）

企业提供了 32个辅料课题的 523批次样品。我委现对上述单位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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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参与标准起草及复核工作，为推进国家药用辅料标准

提高而共同努力！ 

 

 

 

 

附件：  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的单位名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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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制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

(2021 年第 30 号)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d0ff7585b5400c40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22 日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宜的公告》（2020 年第 46 号），为推进相

关配套规范性文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制定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

了《生物制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

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生物制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6月 21 日 

 

 

附件 1 ：生物制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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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01a1e66301cbd0a3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23 日 

  为配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号）的贯彻实施，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药

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经请示国家局，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两周。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王宇涛 

  联系邮箱：wangyt2@cde.org.cn 

2021年 6月 23 日 

 

 

附件 1 ：《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意见反馈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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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 

（征求意见稿）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以下简称

新《办法》）《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工作程序，具体如下： 

一、 适用范围及基本遵循 

（一）本工作程序适用于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的

变更。 

（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在审评

中保持公平公正、尺度一致的原则，审评过程中原则上申请人只能提出一次变更，

且提出的变更不影响原申报事项的可评价性。 

二、 工作程序 

（一） 药品临床试验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变更的补充申请审评期间，申请人发

生名称变更、注册地址名称变更等不涉及技术审评内容的，应当在综合审评完成

前以公文形式书面告知药品审评中心并提交相关证明性资料。 

（二）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1．上市许可申请审评期间发生申请人主体变更的（不涉及任何技术变化），

申请人应当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补充申请，并参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

行）》中持有人变更的相关要求提交申报资料，该补充申请与原上市许可申请关

联审评审批，审评时限以二者之间剩余时间较长者为准。 

2．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审评过程中发生技术变更的，其变更事项分类参照已

上市药品变更相关指导原则中的分类进行划分。 

发生可能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重大变更，申请人应当撤

回原注册申请，补充研究后重新申报。 

发生中等和微小变更的，申请人应当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补充申请，并与原

申请关联审评审批，补充申请的审评时限参照新《办法》要求管理，关联后的审

评时限以二者之间剩余时间较长者为准。 

3．不涉及技术审评的药品注册证书载明的行政信息变更，申请人应当在该

注册申请综合审评完成前以公文的方式提交相关证明性材料。 

（三） 补充申请、再注册申请 

补充申请、再注册申请审评过程中，涉及非技术变更的，对于备案或报告类

变更，持有人应当在备案或报告完成后将相关证明性材料以公文的形式书面告知

药品审评中心；对于审批事项，申请人应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补充申请，审评时

限及资料要求参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补充申请审评过程中发生其他涉及技术类的变更，需技术审评的变更，持有

人或申请人应向药品审评中心提交新的补充申请，审评时根据需要关联审评或分

别进行审评，审评时限及资料要求参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及

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于备案或报告类变更，持有人应当在备案或报告完成后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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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明性材料以公文的形式书面告知药品审评中心。 

境外生产药品再注册申请中原则上不能同时申请其他补申请事项。如需要申

请的，可单独申请，审评时根据需要关联审评或分别进行审评。 

三、 其他 

原料药审评过程中的变更参照以上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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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配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以下简称

新《办法》）的贯彻实施，根据国家局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起草了《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药品注册申请审评过程中，申请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与该申请有关的变更，

《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了“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审评期间，发生可能影响药品安全

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重大变更的，申请人应当撤回原注册申请，补充研究

后重新申报。申请人名称变更、注册地址名称变更等不涉及技术审评内容的，应

当及时书面告知药品审评中心并提交相关证明性资料。”根据新《办法》的要求，

我中心对审评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变更情形进行了梳理，秉着既有利于行政相对

人又不影响正常审评工作的原则，组织起草了《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新《办法》发布后，根据国家局要求，我中心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研究药品

审评过程中变更的程序和要求，起草《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

求意见稿）》。经请示国家局，完善后公开发布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适用范围及基本遵循，

其中明确适用于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的变更，并要求申请人原则上只能在

限定时间内提出一次变更，在不影响原申报事项的可评价性的基础上，保证公平

公正、尺度一致。二是明确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可接受的变更情形及相应

的工作程序。三是明确原料药审评过程中的变更可参照制剂执行。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1．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变更的补充申请的审评审批时限

为六十日，因此在审评期间，不能接受申请人提供新技术资料变更，这也与新《办

法》规定默示许可期间不得补充新的技术资料理念一致。 

2．对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应当避免因允许审评期间发生变更而造成申请

人提前申报，抢坑占位的情况发生，因此，《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细化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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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许可申请审评期间的各类变更情形及相应的工作程序，同时按照新《办法》要

求，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就应当满足该药品上市的要求，因此审

评过程的变更参照了已上市药品的变更要求，按照风险程度对变更进行分类，对

技术类变更及申请人主体变更的相关要求与已上市药品的要求保持一致，其他审

评过程中不涉及技术审评的行政信息的变更也本着有利于申请人且不影响正常

审评工作的原则明确了具体工作程序。 

3．对于已上市药品的补充申请和再注册申请，因其均为已上市药品，药品

上市后变更进行补充申请、备案和报告的路径在《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

行）及已上市药品变更相关指导原则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定，因此若此类申请在

审评中发生新的变更，可参照上市后相关要求执行，新的变更信息涉及在审补充

申请或再注册申请批件载明的行政信息的，申请人在完成备案或报告后将相关证

明性材料以公文的形式书面告知药品审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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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注册申请审评期间变更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反馈表 

填写人名

称 
  单位/企业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序号 第 X条 
修订的内容（原

文） 

修订的建

议 

修订的理由或

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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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束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测试工作的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666ea385204a565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25 日 

 经前期测试，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地址：https://zldj.cde.org.cn）近日将转入

正式运转。为做好与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工作的衔接，对于前期登记测试中已登记的相关药

品专利信息，请上市许可持有人于 2021年 6月 29日前尽早予以确认和公开；对于尚未登记相关药品专

利信息的，也请上市许可持有人尽早完成登记测试并公开。待平台正式运行后，相关公开信息将作为化

学仿制药、中药同名同方药、生物类似药上市申请专利声明的依据。 

 2021年 6月 25 日 

 

 

附件 1 ：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用户操作指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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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666ea385204a565
https://zldj.cde.org.cn/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4746aa04a8735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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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二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41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5154803120.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6月 25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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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二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6月 2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41号通告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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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625154803120.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246072613950660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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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二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1 
依折麦布辛伐他

汀片 

Ezetimibe and Simvastatin 

Tablets/葆至能 

每片含依折麦布

10mg，辛伐他汀 2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2 
依折麦布辛伐他

汀片 

Ezetimibe and Simvastatin 

Tablets/葆至能 

每片含依折麦布

10mg，辛伐他汀 40mg 

Merck Sharp & 

Dohme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3 
格拉司琼透皮贴

片 

Granisetron Transdermal 

Patches 

34.3mg/52cm2（释药

量 3.1mg/24h） 
ProStraka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4 
ω-3鱼油脂肪乳

注射液 

ω-3 Fish 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Omegaven 

50ml:5g（精制鱼

油）:0.6g （卵磷脂）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5 
盐酸奥布卡因滴

眼液 

Oxybuproca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 / 

Benoxil（倍诺喜） 

0.4%（0.5ml:2mg）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6 

10%脂肪乳（OO）

/5.5%氨基酸

（15）/葡萄糖

（20%）注射液 

10% Fat Emulsion（OO）/5.5% 

Amino Acids（15）/Glucose

（20%） 

Injection/Oliclinomel（克

林玫） 

1500ml:10%橄榄油

脂肪乳 300ml+5.5%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5）600ml+20%葡

萄糖注射液 600ml 

Baxt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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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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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7 

10%脂肪乳（OO）

/5.5%氨基酸

（15）/葡萄糖

（20%）注射液 

10% Fat Emulsion（OO）/5.5% 

Amino Acids（15）/Glucose

（20%） 

Injection/Oliclinomel（克

林玫） 

1000ml:10%橄榄油

脂肪乳 200ml+5.5%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5）400ml+20%葡

萄糖注射液 400ml 

Baxt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2-8 
苯甲酸钠苯乙酸

钠注射液 

Sodium Phenylacetate and 

Sodium Benzoate Injection 

/Ammonul 

10%；10%（5g/50mL；

5g/50mL）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9 
苯丁酸甘油酯口

服液 

Glycerol Phenylbutyrate 

Oral Liquid/Ravicti 
1.1 g/mL 

Horizon 

Therapeut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0 
盐酸西替利嗪注

射液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Quzyttir 
10mg/ml 

JDP 

Therapeut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1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25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2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50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3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100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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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14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200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5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250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6 拉莫三嗪缓释片 

Lamotrigin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Lamictal 

XR 

300mg 
GlaxoSmithKlin

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7 
氢溴酸安非他酮

缓释片 

Bupropion Hydrobrom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Aplenzin 

174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

s North Americ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8 
氢溴酸安非他酮

缓释片 

Bupropion Hydrobrom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Aplenzin 

348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

s North Americ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19 
氢溴酸安非他酮

缓释片 

Bupropion Hydrobrom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Aplenzin 

522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

s North Americ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20 
核黄素磷酸钠滴

眼液 

Riboflavin 5’-Phosphate 

Ophthalmic Solution/ 

Photrexa 

0.146% 
Glaukos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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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21 壬二酸凝胶 Azelaic Acid Gel / Finacea 15% Leo Pharma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22 
盐酸吉西他滨注

射液 

Gemcitab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200mg/5.26ml （38 

mg/ml） 
Hospir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23 
盐酸吉西他滨注

射液 

Gemcitab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g/26.3ml 

（38 mg/ml） 
Hospir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24 
盐酸伊达比星注

射液 

Idarubici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Idamycin Pfs 
1 mg/ml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 美国橙皮书 

42-25 
盐酸氟西汀口服

溶液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Oral Solution/ Prozac 
20mg/5ml Lilly Franc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26 
曲安奈德益康唑

乳膏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and Econazole Nitrate 

Cream 

每克含硝酸益康唑

10mg、曲安奈德

1.0mg 

Janssen-Cil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27 特比萘芬凝胶 
Terbinafine Gel/Lamisil 

DermGel 
1% 

Glaxosmithklin

e Sante Grand 

Publi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28 

ω-3鱼油中长链

脂肪乳/氨基酸

（16）/葡萄糖

（16%）注射液 

ω-3 Fish Oi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Amino Acids （16）

/Glucose （16%） Injection 

/ NuTRIflex Omega peri 

1250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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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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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29 复方α-酮酸片 
Compound α-Ketoacid 

Tablets 
0.63g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30 
盐酸头孢卡品酯

颗粒 

Cefcapene Pivoxil 

Hydrochloride Granules 

/Flomox 

10%（1g 含盐酸盐水

合物 100mg，50mg/

袋） 

塩野義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2-31 儿童褪黑素颗粒 
Melatonin granules for 

pediatric / Melatobel 
1g:2mg 

ノーベル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2-32 
注射用盐酸尼非

卡兰 

Nifekalant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 Shinbit 
50mg 

トーアエイヨー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2-33 枸橼酸铁片 
Ferric Citrate Tablet/ 

Riona Tab 250mg 

250mg（以枸橼酸铁

计） 

鳥居薬品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2-34 巴氯芬口服溶液 
Baclofen Oral 

Solution/Lioresal 
5mg/5ml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s UK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2-35 阿替洛尔注射液 
Atenolol 

Injection/Tenormin 
10ml:5mg AstraZeneca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2-36 盐酸帕罗西汀片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赛乐特 

20mg（以 C19H20FNO3

计） 

中美天津史克制

药有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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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37 
硫酸沙丁胺醇吸

入气雾剂 

Salbutamol Sulfate 

Inhalation 

Aerosol/Proventil-Hfa 

90μg/揿（以沙丁胺

醇计） 

Kindeva Drug 

Delivery 

LP/Merck Sharp 

& Dohme 

Corp./3M Drug 

Delivery 

Systems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38 
注射用泮托拉唑

钠 

Pantoprazole Sodium For 

Injection/ Pantoprazole 

Sodium 

40mg 

Hikma 

Pharmaceutical

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39 别嘌醇片 
Allopurinol Tablets 

/Zyloprim 
0.3g 

Casper Parm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0 
马来酸依那普利

片 

Enalapril Maleate 

Tablets/Vasotec 
5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1 
马来酸依那普利

片 

Enalapril Maleate 

Tablets/Vasotec 
1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2 
马来酸依那普利

片 

Enalapril Maleate 

Tablets/Vasotec 
2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3 卡巴他赛注射液 
Cabazitaxel 

Injection/Jevtana 

60mg/1.5ml

（40mg/ml） 

Sanofi-Aventis 

U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4 奥拉帕利片 Olaparib Tablets/Lynparza 10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

s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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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45 奥拉帕利片 Olaparib Tablets/Lynparza 15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

s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6 
曲氟尿苷替匹嘧

啶片 

Trifluridine and Tipiracil 

Hydrochloride Tablets/ 

 Lonsurf 

曲氟尿苷 15mg,盐酸

替匹嘧啶 7.065mg

（相当于替匹嘧啶

6.14mg） 

Taiho Oncology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7 
曲氟尿苷替匹嘧

啶片 

Trifluridine and Tipiracil 

Hydrochloride Tablets/ 

 Lonsurf 

曲氟尿苷 20mg,盐酸

替匹嘧啶 9.420mg

（相当于替匹嘧啶

8.19mg） 

Taiho Oncology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8 盐酸帕罗西汀片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 Paxil 
10mg 

Apotex 

Technolog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49 盐酸帕罗西汀片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 Paxil 
30mg 

Apotex 

Technolog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50 布立西坦注射液 
Brivaracetam Solution for 

Injection/Briviact 
10mg/ml UCB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51 
丙酸氟替卡松乳

膏 

Fluticasone Propionate 

Cream 
0.05% 

Perrigo Israel 

Pharmaceutical

s Lt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52 
拉坦前列素滴眼

液 

Latanoprost Eye 

Drops/Xalatan 
0.005%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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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53 
卡前列素氨丁三

醇注射液 

Carboprost Tromethamine 

Injection/Hemabate 
1ml:250μ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54 
枸橼酸托法替布

缓释片 

Tofacitinib Citrat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Xeljanz Xr 

22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2-55 
注射用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 

Cefoperazone Sodium and 

Sulbactam Sodium for 

Injection/Sulperazon 

1g（头孢哌酮 0.5g：

舒巴坦 0.5g） 

Pfizer Polska 

Sp. z o.o.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56 依替巴肽注射液 
Eptifibatide 

Injection/Integrilin 
20mg/10mL 

GlaxoSmithKlin

e （Ireland）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57 依替巴肽注射液 
Eptifibatide 

Injection/Integrilin 
75mg/100mL 

GlaxoSmithKlin

e （Ireland）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58 利伐沙班片 
Rivaroxaban 

Tablets/Xarelto 
2.5mg Bay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59 利伐沙班片 
Rivaroxaban 

Tablets/Xarelto 
10mg Bay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60 利伐沙班片 
Rivaroxaban 

Tablets/Xarelto 
15mg Bay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61 利伐沙班片 
Rivaroxaban 

Tablets/Xarelto 
20mg Bay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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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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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62 
钆特酸葡胺注射

液 

Gadoteric Acid Meglumine 

Salt Injection/Dotarem 

0.5 mmol/mL 

（10ml、15ml、20ml/

瓶） 

Guerbet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63 
盐酸伐地那非口

崩片 

Vardenafil Hydrochlorid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Levitra 

10mg Bay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64 甲泼尼龙片 Methylprednisolon /Medrol 16mg 
Pfizer Italia 

s.r.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2-65 卡络磺钠注射液 
Carbosulfan Sodium 

injection/Adona 
20ml：100mg 

ニプロ ESファ

ー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2-66 托拉塞米片 Torasemide Tablets/Torem 5mg 
Mylan Product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2-67 托拉塞米片 Torasemide Tablets/Torem 10mg 
Mylan Product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6-12 硫酸羟氯喹片 
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 Tablets/Plaquenil 
0.2g 

Aventis Pharma 

Limited/ 

Sanofi-aventis 

Ireland Ltd. 

T/A SANOFI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Sanofi-aventis 

Ireland Ltd. T/A 

SANOFI 

10-22

3 
克唑替尼胶囊 

Crizotinib 

Capsules/XALKORI 
0.25g 

Pfizer Ltd. 

/PFIZER EUROPE 

MA EEIG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PFIZER 

EUROPE MA EEIG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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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0-22

4 
克唑替尼胶囊 

Crizotinib 

Capsules/XALKORI 
0.2g 

Pfizer Ltd. 

/PFIZER EUROPE 

MA EEIG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PFIZER 

EUROPE MA EEIG 

17-7 盐酸贝尼地平片 
Be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可力洛 
4mg 

协和发酵麒麟株

式会社/Kyowa 

Kirin Co., Ltd.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Kyowa 

Kirin Co., Ltd. 

17-8 盐酸贝尼地平片 
Be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可力洛 
8mg 

协和发酵麒麟株

式会社/Kyowa 

Kirin Co., Ltd.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Kyowa 

Kirin Co., Ltd. 

17-15 盐酸西那卡塞片 
Cinacalcet Hydrochloride 

Tablets/盖平 
25mg 

协和发酵麒麟株

式会社/Kyowa 

Kirin Co., Ltd.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Kyowa 

Kirin Co., Ltd. 

17-16 盐酸西那卡塞片 
Cinacalcet Hydrochloride 

Tablets/盖平 
75mg 

协和发酵麒麟株

式会社/Kyowa 

Kirin Co., Ltd.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Kyowa 

Kirin Co., Ltd. 

23-18 
甲磺酸仑伐替尼

胶囊 

Lenvatinib Mesilate 

Capsules/Lenvima（乐卫玛） 
4mg 

Eisai Europe 

Ltd./ Eisai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持证商变更，增加

持证商 Eisai 

GmbH 

24-17

9 

他氟前列素滴眼

液 

Tafluprost Eye 

Drops/Tapros（泰普罗斯） 

0.0015% 

（2.5ml:37.5μg）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规格更新为

0.0015%

（2.5ml:37.5μg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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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7-23

5 
贝前列素钠片 Beraprost Sodium Tablets 40μg 

武田テバ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Teva Pharma 

Japan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规格修订为 40μg 

备注 

1.目录中所列尚未在国内上市品种的通用名、剂型等，以药典委核准的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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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六批）》的公示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a123dd593ce4216  发布日期:2021 年 06 月 29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年 3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 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六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

更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

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年 6月 29 日～2021年 7月 12日（10个工作日）。 

 

 

附件 1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六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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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a123dd593ce4216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d544e28be215779c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5999409bdc13037


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六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6-1  美阿沙坦钾片 

Azilsartan Medoxomil 

Potassium Tablets/易达

比 

按 C30H24N4O8 计

40mg 
Takeda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2  美阿沙坦钾片 

Azilsartan Medoxomil 

Potassium Tablets/易达

比 

按 C30H24N4O8 计

80mg 
Takeda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3  碘比醇注射液 

Iobitridol 

Injection/Xenetix（三

代显） 

100ml：30g（I） Guerbet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4  碘比醇注射液 

Iobitridol 

Injection/Xenetix（三

代显） 

100ml：35g（I） Guerbet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5  
鲑降钙素鼻用喷

雾剂 

Calcitonin (Salmon) 

Nasal Spray 

2ml:4400IU, 14 喷， 

每喷 200IU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6  芬太尼透皮贴剂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es/Durogrsic 

D-Trans（多瑞吉） 

12 微 克 / 小

时,2.1mg/贴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7  芬太尼透皮贴剂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es/Durogrsic 

D-Trans（多瑞吉） 

25 微 克 / 小

时,4.2mg/贴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8  芬太尼透皮贴剂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es/Durogrsic 

D-Trans（多瑞吉） 

50 微 克 / 小

时,8.4mg/贴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6-9  芬太尼透皮贴剂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es/Durogrsic 

D-Trans（多瑞吉） 

75 微 克 / 小

时,12.6mg/贴 
Janssen-Cilag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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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6-10  
达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Dapaglifloz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Xigduo XR 

2.5mg/100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1  
达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Dapaglifloz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Xigduo XR 

5mg/50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2  
达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Dapaglifloz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Xigduo XR 

10mg/50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3  
恩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5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4  
恩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0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5  
恩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2.5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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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6-16  
恩格列净二甲双

胍缓释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And 

Empagliflozin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25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7  
恩格列净利格列

汀片 

Empagliflozin and 

Linagliptin 

Tablets/Glyxambi 

25mg/5mg（恩格列净

/利格列汀）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8  
达格列净沙格列

汀片 

Dapagliflozin and 

Saxagliptin 

Tablets/Qtern 

5mg/10mg (沙格列

汀/达格列净）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19  氨磺必利注射液 
Amisulpride Injection/ 

Barhemsys 
2ml：5mg Acacia Pharma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0  醋酸锌胶囊 
Zinc Acetate 

Capsules/Galzin 
25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1  醋酸锌胶囊 
Zinc Acetate 

Capsules/Galzin 
50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2  青霉胺胶囊 
Penicillamine 

Capsules./Cuprimine. 
250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3  
甲磺酸奈舒地尔

滴眼液 

Netarsudil Mesylate 

Ophthalmic 

Solution/Rhopressa 

0.02% Aerie Pharm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4  地奈德软膏 Desonide Ointment 0.05%(w/w) 
Perrigo New York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5  
多聚糖超顺磁氧

化铁注射液 

Ferumoxytol 

Injection/Feraheme 

17ml:510mg（以 Fe

计） 
Cov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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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6-26  
克林霉素磷酸酯

外用溶液 

Clindamycin Phosphate 

Topical Solution 
1％ 

Perrigo New York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6-27  
盐酸氨酮戊酸口

服溶液用冻干粉 

Aminolevulinic Acid 

Hydrochloride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Gliolan 

1.5g/瓶 Medac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6-28  

他氟前列素马来

酸噻吗洛尔滴眼

液 

Tafluprost Timolol 

Maleate Eye Drops 

/Tapcom 

2.5ml（1ml 含他氟

前列素 15μg，马来

酸噻吗洛尔 6.83mg

（相当于含噻吗洛

尔 5mg））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6-29  酮洛芬贴剂 
Ketoprofen 

Patches/Mohrus 

20mg/ 贴

（7cm×10cm） 
久光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6-30  酮洛芬贴剂 
Ketoprofen 

Patches/Mohrus 

40mg/ 贴

（10cm×14cm） 
久光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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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

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上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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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db93676c34f3478090f7809944b642f 发布日期:2020 年 07 月 02 日 

   为鼓励创新药研发和申报，提高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的质量与效率，加快创新药上市进程，我中心

组织制订了《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

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王亚静、牛寒冬 

  联系方式：wangyajing@cde.org.cn、niuhd@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月 2日 

 

 

附件 1 ：《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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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为鼓励创新药研发和申报，加快创新药上市进程，我国2 

药品监管机构构建了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机制。《药品3 

注册管理办法》对药品注册过程中的沟通交流提出了相关要4 

求，明确药品注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就重大问5 

题与药品审评中心等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6 

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Pre-NDA 会议）是药品上市许可7 

申请前的重要沟通交流会议，对后续顺利完成药品上市注册8 

具有重要作用。申请人在进行 Pre-NDA 会议沟通交流时，需9 

明确会议目的、提出具体的沟通交流问题、充分准备资料和10 

研究数据，以解决 NDA 申报前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提11 

高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的质量与效率，聚焦亟待解决12 

的问题，本技术要求总结了化学药品 Pre-NDA 会议中存在的13 

主要药学共性问题，提出一般性要求，以供申请人参考。 14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2 的 Pre-NDA15 

会议。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16 

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本指导17 

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 18 

二、总体考虑 19 

申请人应对创新药研发和注册申报承担主体责任。在上20 

市申请前，应基于法律法规和现有科学认知，参照相关技术21 

指导原则或其他科学性、适用性的评价方法和技术要求，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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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评估，并按要求整理23 

相关研究资料。 24 

药学研究应伴随临床试验的进展不断推进，并不断累积25 

对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认知和生产经验。申请人应根据临床26 

试验进程制定合理的药学研究计划。应特别注意药学重大变27 

更应尽量在关键临床试验开始前完成，如在完成支持上市的28 

关键临床研究后发生重大的药学变更，需慎重考虑。在不同29 

研究阶段，申请人可合理利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Pre-30 

IND 会议）、新药Ⅱ期临床试验结束（EOP Ⅱ）/Ⅲ期临床试31 

验启动前会议（Pre-Ⅲ期会议）等沟通交流途径解决临床试验32 

期间药学相关问题。申请人应在 Pre-NDA 会议申请前结合临33 

床试验进程对申报品种进行整体评估，原则上应与临床专业34 

成共识，确认已有临床研究数据可以支持产品上市，同时药35 

学研究也基本满足上市申请的相关要求。 36 

Pre-NDA 会议药学专业重点讨论支持新药上市申请药37 

学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需关注临床试验期间（包括临床试38 

验通知书，EOPⅡ、Pre-Ⅲ期会议等）遗留药学问题的解决情39 

况、临床试验期间的药学变更、关键临床试验批次样品（处40 

方、生产工艺及包装等）与未来商业化产品的差异及相关支41 

持性研究（质量桥接研究）等。Pre-NDA 会议通常召开一次42 

会议，特殊情况也可召开多次会议，会议可采取面对面形式，43 

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电话会议、书面回复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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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适用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的创新药，如符合附条45 

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程序等的药物，通常整体46 

研发时间较短，注册申报进程较常规品种明显加快。但此类47 

加快品种与常规批准上市药品相比，药学技术要求并未降低。48 

因此，申请人应尤其关注此类品种药学研究计划的制定，并49 

注意伴随临床试验进程及时调整药学研究，确保 NDA 申报50 

时药学研究基本满足上市申请要求。 51 

三、共性问题 52 

（一）关于原料药合成起始原料选择 53 

共性问题：起始原料选择依据不充分。部分品种申报路54 

线过短，起始原料选择不合理。 55 

一般性要求：原则上在关键临床试验启动前确定起始原56 

料，避免在关键临床试验完成后变更合成路线。应参照 ICH 57 

Q11 及其问答（Q&A）等指导原则合理选择起始原料并充分58 

论证起始原料选择依据。不宜简单根据合成步骤数量来论证59 

起始原料选择的合理性。应避免由起始原料质量不确定引起60 

的风险。起始原料一般应理化性质稳定、质量可控、有一定61 

生产规模和持续供应量。 62 

（二）关于原料药药学变更研究 63 

共性问题：未充分评估原料药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等药64 

学变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65 

一般性要求：创新药在完成支持上市的关键临床研究后，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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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重大的药学变更（如生产工艺等），需慎重考虑。应参67 

照《创新药（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则68 

（试行）》相关要求开展临床试验期间的药学变更研究，并详69 

细汇总历史批次（包括动物安全性试验批、关键临床试验批、70 

注册批、工艺验证批等）的生产信息和质量研究数据，充分71 

评估变更前后产品质量的可衔接性。应重点关注相关变更对72 

产品杂质谱、杂质水平、晶型、粒度及粒度分布等关键理化73 

特性的影响，合理论证变更的可行性。 74 

（三）关于原料药有关物质研究和控制 75 

共性问题：原料药杂质谱分析不充分，原料药降解杂质76 

研究不全面，如未对关键降解产物进行归属研究。有关物质77 

分析方法检出能力、定量准确度等不足。杂质限度制定依据78 

不充分。 79 

一般性要求：应参照 ICH Q3A 相关要求进行杂质研究。80 

应提供完整的杂质谱研究信息和资料，全面分析杂质的来源、81 

清除、转化和控制策略。如生产工艺发生变更，应关注新产82 

生的杂质，并对有关物质控制方法进行再评估，工艺变更后83 

的有关物质分析方法应有效检出相关杂质，必要时需进行优84 

化或变更。有关物质分析方法应充分验证。需合理选择杂质85 

定量方法，例如，应评估外标法、加校正因子的自身对照法86 

等定量方法，考虑杂质对照品制备的难易程度和持续提供情87 

况、主成分作为对照的合理性等。应根据 ICH Q3A 相关要求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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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定杂质限度。 89 

（四）关于致突变杂质研究 90 

共性问题：对原料药合成、精制和储存过程中实际存在91 

的工艺杂质、降解杂质和潜在杂质致突变评估不全面。评估92 

软件和专家解析不符合 ICH M7 要求。控制策略不完善。 93 

一般性要求：参照 ICH M7 和 S9 进行致突变杂质相关94 

研究并制定合理控制策略。杂质评估应全面，包括工艺路线95 

中起始原料、中间体、反应副产物、溶剂或试剂等可能存在96 

的工艺杂质、可能的降解杂质等。除已有充分毒性数据的杂97 

质可依据参考文献得出结论外，请注意文献检索、数据库检98 

索等不能简单代替软件评估。针对致突变杂质必要时应探索99 

建立高灵敏度、科学合理的检测方法，方法的灵敏度应与检100 

测目的、所论证的杂质限度相匹配。在申报资料中应提供充101 

分的限度制定依据，包括风险评估、历史批次检测数据等。 102 

（五）关于原料药质量控制项目 103 

共性问题：原料药质量控制检测项目不全面。限度制定104 

不合理或限度制定依据不充分。 105 

一般性要求：参照 ICH Q6A 制定产品质量标准。需结合106 

起始原料、中间体控制等建立完整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在107 

此基础上，根据原料药结构类型、关键质量属性、历史批次108 

数据建立原料药质量标准。应根据品种特点，特别关注与安109 

全性、有效性有关的质量属性，如有关物质、立体异构体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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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度及粒度分布、晶型、成盐比例、溶解性、溶液澄清111 

度与颜色等。 112 

应在临床试验阶段累积足够批次的数据，重点关注动物113 

安全性试验批、关键临床试验批、注册批、工艺验证批等关114 

键批次的检测数据，以及稳定性研究数据和结果，作为质量115 

标准制定的依据。 116 

（六）关于制剂变更研究 117 

共性问题：关键临床试验完成后对制剂处方、生产工艺、118 

生产场地等进行变更且相关药学研究不充分。未充分评估变119 

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未进行必要的桥接研究。 120 

一般性要求：创新药在完成支持上市的关键临床研究后，121 

如发生重大的药学变更（如变更处方、生产工艺等），需慎重122 

考虑。参照《创新药（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123 

指导原则（试行）》相关要求开展药学变更研究。应明确关键124 

临床批次与 NDA 申报批次处方、生产工艺的差异，并充分125 

评估所发生变更对制剂性能、产品质量、治疗效果的影响，126 

根据评估结果选取适宜的研究指标开展变更支持性研究，必127 

要时还需考虑进行制剂体内桥接研究。建议伴随临床试验进128 

程及时开展处方优化和生产工艺放大研究，对于拟按“药品129 

加快上市注册程序”申报的品种，更应提前规划并尽早开展130 

上述药学研究。 131 

请注意 NDA 申报前应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如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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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产规模的放大，应基于整体风险评估，研究确认批量133 

放大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建议放大前后生产设备的工作原理134 

应保持一致，并注意将放大后样品与关键临床批次样品进行135 

全面的质量对比研究。 136 

（七）关于制剂降解杂质研究 137 

共性问题：制剂降解途径及降解产物研究不充分，如未138 

对关键降解产物进行归属研究。降解杂质分析方法检出能力、139 

定量准确度等不足。限度制定依据不充分。 140 

一般性要求：对于 Pre-NDA 沟通交流时涉及降解杂质相141 

关问题时，申请人应提供完整的杂质谱研究资料，详细分析142 

各杂质的来源及控制策略。制剂降解杂质研究应符合 ICH 143 

Q3B 指南要求。建议结合原辅料相容性、适宜条件的降解试144 

验、稳定性研究等，完善对制剂降解途径及降解杂质的研究。145 

建议结合临床研究期间处方工艺变更，并关注有关物质方法146 

对变更后样品杂质检测的适用性，必要时及时优化调整。 147 

应参照 ICH Q3B 合理拟定降解杂质的控制限度，说明动148 

物安全性试验批、关键临床批等杂质的检出情况。采用动物149 

安全性试验批数据作为特定杂质限度制定依据时，需注意采150 

用可靠分析方法确证特定杂质与动物安全性试验批样品中151 

对应杂质的一致性。对于杂质控制限度缺乏支持性依据或新152 

出现的杂质，需考虑开展必要的动物安全性试验为杂质限度153 

确定提供依据。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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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制剂溶出、释放研究 155 

共性问题：溶出或释放试验条件建立依据不充分，未考156 

察试验方法的区分力。溶出度或释放度限度制定不合理。 157 

一般性要求：对于口服固体制剂等，请参照 ICH Q6A 等158 

相关技术要求制定溶出度或释放度试验条件和限度。建议根159 

据临床试验期间积累的不同批次、不同溶出介质中的溶出和160 

释放行为数据，以及对应批次的生物利用度数据（如适用），161 

为临床期间变更的可比性研究、最终溶出度方法及限度的制162 

定提供充分的依据。请注意进行溶出方法区分力研究，重点163 

关注处方、生产工艺、辅料、原料药粒度和晶型等的影响。 164 

（九）关于制剂质量控制项目 165 

共性问题：制剂质量控制检测项目研究不全面。质量控166 

制项目限度制定不合理或限度制定依据不充分。 167 

一般性要求：参照 ICH Q8、Q6A、《化学药物制剂研究168 

基本技术指导原则》等指导原则确定质量控制项目。临床期169 

间应充分重视药物质量数据的积累，根据制剂特性对可能影170 

响临床安全性、有效性的质量属性全面评估并监测，例如原171 

料药溶解性、晶型和粒度，原料药和制剂降解杂质和降解途172 

径、致突变杂质、制剂不同介质的溶出行为等，不断积累动173 

物安全性批、临床批（尤其是关键临床批）、工艺验证批数据，174 

为 NDA 申报质量标准及其限度的制定提供充分的依据。 175 

（十）其他制剂相关问题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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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问题：其他。如元素杂质、注射剂生产中塑料组件177 

相容性、包装系统密封性研究、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等问题未178 

进行研究或研究不充分；辅料、包材登记资料不全面。 179 

一般性要求：参照 ICH Q3D 进行元素杂质研究。对原辅180 

料生产工艺、制剂生产设备与包装材料等可能引入的元素杂181 

质进行分析，根据科学的认知和原则进行风险评估。如不将182 

元素杂质订入制剂质量标准，需提供充分的支持依据。 183 

对于注射剂，需参照《化学药品注射剂生产所用的塑料184 

组件系统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南》、《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185 

密封性研究技术指南》等开展相关研究。 186 

对于非无菌水溶液制剂，一般应参照相关技术要求对洋187 

葱伯克霍尔德菌进行研究。 188 

辅料、包材参照国家局原辅包关联审评审批相关法规要189 

求执行。 190 

四、总结 191 

Pre-NDA 会议是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的重要会议，是申192 

请人就药品研制和注册前有关技术问题与药品监管机构进193 

行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对于顺利完成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和194 

产品上市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申请人基于品种特点和具体研195 

发情况，参考国内外相关指导原则对拟申报品种药学研究情196 

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提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沟通交流197 

问题，并针对提出的问题提供足够的支持性数据，以便在会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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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过程中形成确定的结论。 19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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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创新药研发和申报，加快创新药上市进程，提高

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的质量和效率，药品审评中心组

织起草了《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

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随着国家创新药战略的实施，我国创新药研究和注册申

报呈显著增长趋势。创新药注册申报过程中，沟通交流会议

具有重要作用，申请人在进行 Pre-NDA会议沟通交流时，需

明确会议目的、提出具体的沟通交流问题、充分准备资料和

研究数据，以解决 NDA 申报前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提

高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的质量与效率，药品审评中心

组织起草了《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

相关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对 Pre-NDA会议的药学共性

问题提出一般性技术要求和建议。本技术要求的起草是基于

当前科学认知，随着相关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药学研究和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本技术要求将不断修订完善。 

二、起草过程 

本技术要求由化药药学一部负责。本项工作自 2020 年

12月启动，结合国内外创新药相关监管要求、技术规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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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国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问题沟通交流的现状，起草

了《化学药品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药学共性问题相关技术

要求（初稿）》。经中心内部讨论和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于

2020年 5月召开专家讨论会，邀请行业专家及国内外生产化

学药创新药的代表性企业对本技术要求的撰写思路、适用范

围、重点内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技术要求的

相关行文用语进行了规范。根据会议共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

容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本指南分为四部分，包括引言、总体考虑、共性问题以

及总结等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技术要求的起草背景、目

的和适用范围；第二部分概括了化学药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

议的关注点和应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原料药起始物

料确定，原料药及制剂药学变更、质量控制等方面详细介绍

了化学药创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的药学共性问题及一般性

要求；第四部分进一步总结了本技术要求的正文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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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fe3535ce582abf6a8f02506f945db080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02 日 

   为规范和指导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的药学研究，我中心组织制订了《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

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刘晓静，姚方耀 

 联系方式：liuxiaojing@cde.org.cn 

 yaofy@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 月 2日 

 

 

附件 1 ：《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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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吸入液体制剂为经口吸入制剂的一种剂型，系指供雾化2 

器用的液体制剂，即通过雾化器产生连续供吸入用气溶胶的3 

溶液、混悬液等，吸入液体制剂包括吸入溶液、吸入混悬液、4 

吸入用溶液（需稀释后使用的浓溶液）和吸入用粉末（需溶5 

解后使用的无菌药物粉末）。现制定本技术要求，为工业界和6 

监管机构提供关于上述吸入液体制剂的药学技术参考。乳液7 

/脂质体型吸入液体制剂暂不包括在本技术要求讨论范围内。 8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化学药品新药（1 类、2 类）和仿制药9 

（3 类、4 类）上市申请，化学药品 5.1 类和 5.2 类可分别参10 

考本技术要求中新药和仿制药的要求。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可11 

参照本技术要求的相关研究。 12 

本技术要求侧重讨论本剂型相关的药学特殊性问题，对13 

于一般性药学问题，申请人可参考其他相关指导原则。 14 

本技术要求的起草是基于当前科学认知，随着相关法规15 

的不断完善以及药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本技术要16 

求将不断修订完善。 17 

二、基本考虑 18 

本技术要求是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与评价的基本技19 

术要求，除本技术要求外，申请人还可参考国内外其他关于20 

吸入制剂的技术指导原则。 21 

申请人作为申报产品的责任主体，对产品的研发与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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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质量可控性、安全性等应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并开展相应23 

的研究工作。需结合产品特性，通过处方工艺与质量研究，24 

明确关键物料属性，确定关键工艺步骤和关键工艺参数，建25 

立有效的工艺过程控制。通过加强关键物料控制、工艺过程26 

控制和产品质量控制等，使设计开发的生产工艺能够持续稳27 

定生产出符合预期质量要求的产品。 28 

不同原理、不同型号和品牌的雾化装置性能可能存在差29 

异，对药液雾化效果影响较大，吸入液体制剂临床疗效与雾30 

化装置关系密切。因此，申请人还应加强药液与雾化装置的31 

关联性研究。 32 

申请人应加强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药品研发上市后仍33 

需持续关注物料属性、处方工艺、生产设备、批量等因素对34 

药品质量的潜在影响，不断完善对物料关键属性的控制、过35 

程控制和产品质量控制，推动药品质量不断提升。 36 

三、处方工艺技术要求 37 

（一）处方 38 

1、吸入液体制剂的处方通常以水作为介质，除活性成分39 

外，可含有适宜的辅料以改善处方的性质，常用辅料包括渗40 

透压调节剂、pH 调节剂、表面活性剂及金属离子螯合剂等。41 

吸入液体制剂所用辅料应对呼吸道粘膜和纤毛无刺激性、无42 

毒性，应优先选择吸入给药常用的辅料，辅料的应用原则为43 

尽量少用。辅料的浓度或用量应符合要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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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在国内外上市、改变给药途径使用或者超过常规45 

用量的辅料应提供吸入途径的安全性支持性依据，不能简单46 

以其他给药途径的安全性资料替代。 47 

2、处方开发可参考 ICH Q8 指导原则，以制剂关键质量48 

属性和产品特性（例如理化性质、递送特性、处方稳定性等）49 

为指标，对处方辅料种类及其用量进行筛选和优化，同时应50 

合理选择雾化装置。吸入混悬液还应考虑处方中原料药的多51 

晶型、粒度和粒度分布、密度/悬浮能力和团聚情况，药物微52 

粒与内包装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53 

对于仿制药，处方中辅料种类和用量通常应与参比制剂54 

相同；如附带专用溶剂，应同时与参比制剂的专用溶剂处方55 

相同。申请人可通过查阅参比制剂公开信息（例如药品监管56 

机构审评文件、药品说明书、专利文献等），结合逆向工程等57 

适当的处方解析手段，对参比制剂处方进行解析，并在此基58 

础上对处方进行合理的开发。 59 

3、吸入液体制剂通常采用单剂量包装，不使用抑菌60 

剂。 61 

4、应合理规定制剂的灌装量，提供确定依据。 62 

5、过量投料（overage）：建议参考 ICH Q8 相关要求。 63 

6、商业化生产拟定的制剂处方原则上应与代表性批次64 

（如关键临床试验批、生物等效性试验批）的处方保持一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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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工艺 66 

1、可参考 ICH Q8 进行生产工艺开发，并基于相关研究67 

确认关键工艺步骤、关键工艺参数和可接受范围，建立关键68 

中间产品控制及过程控制。对于吸入混悬液，如需对原料药69 

进行微粉化处理，应明确微粉化工艺及工艺参数，并关注微70 

粉化后原料药的相关属性，如粒度和粒度分布、晶型/无定型71 

含量、外源性粒子等。 72 

吸入液体制剂应为无菌制剂，申请人应根据选择的生73 

产工艺进行灭菌/无菌工艺的研究。对于可耐受终端灭菌的74 

吸入液体制剂，如根据患者获益等因素评估后选择低密度75 

聚乙烯安瓿包装，也可以选择除菌过滤工艺。 76 

2、制剂工艺验证通常包括生产工艺验证、灭菌/无菌验77 

证、包装系统密封性验证、药液与生产组件的相容性验证等，78 

具体可参考注射剂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于吸入混悬液，注79 

意根据所选择的灭菌工艺合理进行灭菌工艺研究和验证。 80 

3、除特殊情况外，吸入液体制剂上市申请注册批量可参81 

考已发布的《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试82 

行）》中注射剂的相关要求。 83 

4、商业化生产拟定的生产工艺原则上应与代表性批次84 

（例如关键临床试验批、生物等效性试验批等）的生产工艺85 

保持一致。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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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雾化装置 87 

（一）雾化装置的选择 88 

根据装置特点及原理不同，雾化装置可分为射流雾化器、89 

振动筛孔雾化器和超声雾化器等。雾化装置的性能不尽相同，90 

进而会导致临床疗效的差异。 91 

对于新药，制剂开发时应根据不同雾化器的特点、雾化92 

药物的理化性质、产品适应症、患者年龄及病情等综合因素93 

合理选择雾化装置。例如，关注雾化装置的递送效能（将药94 

物以粒径合适的液滴粒子递送至肺部的效率）、对药液可能95 

的影响（例如雾化时导致药液升温而引起药物降解、改变药96 

物粒度和粒度分布、吸附活性成分）、使用便利性（例如携带、97 

清洗方便）、儿童用药的特殊要求等。 98 

对于仿制药，申请人应充分调研参比制剂雾化装置相关99 

公开信息（例如国外审评报告、说明书、临床试验雾化装置100 

使用情况等），合理选择雾化装置进行仿制药和参比制剂质101 

量一致性的评价。 102 

（二）雾化性能研究 103 

1、对于新药，研发初期应重视与药品联用的雾化装置的104 

研究和筛选。申报上市时建议采用相同的雾化装置（例如关105 

键临床试验使用的雾化装置）对不同阶段样品批次（中试/放106 

大批次、毒理批次、临床试验批次、注册/工艺验证批次等）107 

进行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APSD/微细粒子剂量、雾滴粒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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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等雾化特性研究，保证样品质量可桥接。 109 

2、对于仿制药，申请人应采用合理选择的雾化装置进行110 

仿制药和参比制剂的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APSD/微细粒子111 

剂量、雾滴粒径分布等递送性能的对比研究。 112 

3、注意进行制剂与雾化装置必要的相容性研究，例如考113 

察雾化时装置对药物的吸附情况。 114 

（三）雾化装置信息的提示 115 

1、申请人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在拟定的药品说明书用法116 

用量项下合理增加雾化机和雾化杯的品牌、型号等雾化装置117 

信息，说明本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如关键性临床试验）118 

是采用所述雾化装置获得，提示其他品牌和型号的雾化装置119 

尚未在本品临床试验中使用和验证。 120 

2、对于仿制药，如进行了临床试验，可在拟定说明书用121 

法用量项下增加临床研究所用雾化装置的提示信息。 122 

五、原辅包质量控制技术要求 123 

（一）原料药 124 

制剂生产商需结合原料药生产工艺，根据相关指导原则、125 

国内外药典标准，对原料药的质量进行充分研究与评估，关126 

注溶液的澄清度和颜色、有关物质、残留溶剂、微生物限度127 

等检查，以满足制剂工艺和质量的控制要求；同时需关注对128 

致突变杂质和元素杂质的研究和评估。原料药内控标准原则129 

上应不低于国内外现行版药典标准。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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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对于用于吸入混悬液的原料药，一般还应对其晶型/粒子131 

形态、粒度和粒度分布等加以研究及控制。 132 

（二）辅料 133 

应合理制定辅料内控标准。除特殊情况外，应不低于现行134 

中国药典要求。 135 

（三）包装材料 136 

1、申请人应根据药品的特性和临床使用情况选择能保证137 

药品质量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提供包装材料的选择依据。吸138 

入溶液/吸入混悬液/吸入用溶液常见的包装系统为半渗透性139 

塑料包装（例如低密度聚乙烯安瓿），并采用保护性材料进行140 

外包装（例如铝箔袋）；吸入用粉末常见的包装形式为西林瓶141 

+胶塞铝盖。 142 

对于仿制药，包材质量和性能原则上不得低于参比制剂，143 

以保证药品质量与参比制剂一致。 144 

2、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国家药监局颁145 

布的包材标准，或 USP、EP、JP 的要求。 146 

3、可参照《化学药品注射剂与塑料包装材料相容性研究147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化学药品注射剂与药用玻璃包装容148 

器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化学药品与弹性体密149 

封件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150 

开展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相容性研究。 151 

对于半渗透性的塑料安瓿包装，建议采取在安瓿瓶身上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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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压制凸纹、凹纹或者增加瓶尾的方式制作内包装标签。如在153 

塑料安瓿瓶上贴签/喷油墨印字，应对贴签中的粘合剂/油墨154 

中浸出物对药品产生的安全性风险进行研究和评估。 155 

六、质量研究与控制技术要求 156 

（一）质量研究 157 

1、建议根据产品特性和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科学设计试158 

验，提供充分的试验资料与文献资料。 159 

2、根据目标产品的质量概况（QTPP）确立制剂的关键160 

质量属性（CQA），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吸入液体制剂的 CQA 161 

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研究：性状、溶液的澄清度和颜色、162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有关物质、无菌、装量/装量差异、163 

含量、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空气动力学粒径分布（APSD）164 

/微细粒子剂量、雾滴粒径分布等项目；吸入混悬液还应进行165 

原料药晶型/粒子形态、粒度和粒度分布、沉降体积比/分散时166 

间等研究；吸入用粉末需进行复溶时间的研究。 167 

制剂递送特性项目的检查应注意合理建立分析方法，并168 

且进行必要的方法学验证。应明确检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要169 

求。递送特性检查采用的雾化时间和气流速度对测定结果存170 

在较大影响，注意进行相关考察。  171 

吸入制剂为高风险制剂，根据 ICH Q3D 规定，通过科学172 

和基于风险的评估来确定制剂中元素杂质控制策略，包括原173 

辅包、生产设备等可能引入的元素杂质。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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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上市时注意对不同阶段样品批次（中试/放大批次、175 

毒理批次和临床试验批次（如有）、注册/工艺验证批次等）176 

进行制剂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APSD/微细粒子剂量、雾滴177 

粒径分布等雾化特性的研究，保证样品质量可桥接。 178 

4、对于仿制药，同时应与参比制剂进行全面的质量对比179 

研究，质量对比项目应包括但不限于：性状、含量、pH 值、180 

有关物质、渗透压摩尔浓度、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空气动181 

力学粒径分布(APSD)/微细粒子剂量、雾滴粒径分布等；吸入182 

混悬液仿制药还应与参比制剂进行药物粒子的晶型/粒子形183 

态、粒度和粒度分布的对比。仿制药各项质量指标应与参比184 

制剂无明显差异。 185 

对于吸入混悬液、以及豁免临床试验研究的吸入溶液等186 

仿制药，建议在合理选择雾化装置的基础上，采用自制品和187 

参比制剂各至少 3 批样品（每批样品测定 10 个制剂单位）188 

进行对比，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证明样品质量189 

的一致性。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的研究中注意按照拟定的使190 

用方法（例如分别采用成人模式、儿童模式、婴儿模式），考191 

察自制品和参比制剂在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回收率、药物192 

残留、气雾损失等方面的差异。APSD 研究中注意提供级联193 

撞击器各层级粒子的沉积量。APSD、雾滴粒径分布等检查项194 

目均应绘制相应的曲线图。 195 

对于需进行临床试验研究的吸入溶液等仿制药，基于产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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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性、风险评估等进行制剂递送特性对比研究。 197 

（二）质量标准 198 

对于新药，质量标准检测项目和限度的制定可参考 ICH 199 

Q6A。对于仿制药，依据质量应与参比制剂一致的原则，可200 

根据 ICH 指导原则、国内外药典以及参比制剂多批样品检测201 

数据等合理制定质量标准检测项目和限度。 202 

吸入液体制剂质量标准项目通常包括性状、鉴别、溶液203 

的澄清度和颜色、pH 值、有关物质、渗透压摩尔浓度、含量204 

均匀度或装量/装量差异、可见异物、不溶性微粒、无菌、含205 

量等。吸入混悬液还包括药物粒子的粒度和粒度分布。 206 

此外，基于品种特性、历史批次研究数据等的风险评估，207 

吸入混悬液必要时应将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微细粒子剂量208 

检查订入制剂放行标准。 209 

七、稳定性研究 210 

1、稳定性研究一般包括影响因素试验、加速试验和长期211 

试验，必要时应考察中间条件下的稳定性。采用半渗透性塑212 

料包装系统的制剂，应根据稳定性指导原则要求，采用低湿213 

度条件进行稳定性考察。对低温下可能不稳定的吸入液体制214 

剂还应进行低温试验和冻融试验研究。 215 

参照 ICH Q1B 要求进行光照稳定性研究。 216 

2、稳定性考察项目通常包括性状、溶液的澄清度和颜色、217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有关物质、递送速率和递送总量、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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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学粒径分布(APSD)/微细粒子剂量、不溶性微粒、失219 

水率（适用于半渗透性塑料包装）、无菌、含量等。对于吸入220 

混悬液，还应在效期末进行药物粒子的晶型、粒度和粒度分221 

布检查，并且建议采用显微镜等分析手段观察药物粒子的形222 

态变化、团聚等情况。如果制剂处方中含有抗氧剂等辅料，223 

应考察这些辅料在稳定性研究过程中的含量变化。稳定性考224 

察初期和末期进行无菌检查，其他时间点可采用包装系统密225 

封性检查替代。 226 

吸入液体制剂的稳定性应符合要求，根据稳定性研究结227 

果合理拟定制剂贮藏条件和有效期。 228 

对于仿制药，自制品稳定性应不低于参比制剂。吸入混悬229 

液注意同时进行效期末自制品与参比制剂的 APSD 对比研究，230 

保证仿制药和参比制剂全生命周期内的质量一致性。 231 

3、进行使用中稳定性考察，例如去除外包装后塑料安瓿232 

药液的稳定考察（包括放置条件及时间），根据研究结果合理233 

拟定开启后的贮藏条件和有效期。如果说明书中规定产品可234 

稀释配伍使用，应提供相关的稀释配伍稳定性研究资料。 235 

   除药品有效期外，建议根据研究结果在说明书中规定药236 

品开启后（例如去除外包装）的使用有效期。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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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

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和目的 

吸入液体制剂作为一种特殊剂型，其研究开发具有自身

的特点，为规范和指导相关药学研究，我中心结合国内外技

术指南及国内研发现状，起草了《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

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对本剂型相关的药学特殊

性问题提出一般性技术要求和建议。 

二、起草过程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

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初稿。经中心内部讨论和技术委员会

审核，并于2020年5月邀请行业专家进行研讨，进一步完善后

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技术要求主要为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上市申请药

学研究提供参考，并侧重讨论剂型相关的药学特殊性问题。 

本技术要求分为八个部分，包括“前言”、“基本考虑”、

“处方工艺技术要求”、“雾化装置”、“原辅包质量控制技术要

求”、“质量研究与控制技术要求”、“稳定性研究”、“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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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前言”介绍本文件起草背景、目的和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基本考虑”明确本技术要求为吸入液体制剂药

学研究与评价的基本技术要求。申请人应加强主体责任，结

合产品特点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并且加强生命周期管理，

推动药品质量不断提升。 

第三部分至第七部分分别从处方工艺、雾化装置、原辅

包质控、制剂质量研究与控制、稳定性研究五个方面对吸入

液体制剂相关特殊性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第八部分“参考文献”包括 ICH、NMPA、FDA、EMA等

发布的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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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和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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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药品吸入液体制剂药学研究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

反馈意见和建议

反馈单位/企业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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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fae4018f18e00dfcf4433e75cb6ea03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02 日 

   药物上市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患者的需求。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经成为普

遍共识。目前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肿瘤患者对于药物的安全性、治疗体验和生存质量都

有了更高的期望。抗肿瘤药物研发，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都应贯彻以临床需求为核心的理念，

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 

  为落实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需求为核心的研发理念，促进抗肿瘤药科学有序的开发，药品审评中

心组织撰写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

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唐凌，杜瑜 

  联系方式：tangl@cde.org.cn，duy@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 月 2日 

 

附件 1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docx 

附件 3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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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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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1

药物上市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患者的需求。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2

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3

术协调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gtion，ICH）在 20204

年 11 月通过了以患者为核心的药物研发（ patient focused drug5

development，PFDD）议题文件（Reflection Papers），并在 2020 年6

12月 7日至 2021年 3月 7日期间，公开征求意见，计划开发指南，7

以指导在临床试验中选择、修改或开发可以反映临床意义和价值的临8

床结局评估（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COAs），以及如何收集、9

分析、报告患者反馈信息，如何应用定性或定量工具等等，从而通过10

结合患者经验，确定在哪些关键领域纳入患者的观点可以提高药物研11

发的质量、相关性、安全性和效率，更好地为药物开发和监管决策提12

供信息[1]。13

201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14

FDA）也发布了以患者为核心的药物研发指导原则的制定计划，共计15

划发布四项指南，旨在促进和使用科学方法，收集和使用有意义的患16

者反馈，以便更好地为医疗产品开发和监管决策提供信息[2-4]。上述17

指导原则、议题都主要是围绕或计划围绕患者信息反馈的收集、分析18

的方法学和工具开发。19

目前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新的治疗手段进一20

步延长了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恶性肿瘤呈现慢病化趋势，这使得肿瘤21

患者对于药物的安全性、治疗体验和生存质量，以及肿瘤受试者在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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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中的体验都有了更高的期望。以患者为核心的抗肿瘤药物研发23

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对患者的需求、反馈、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方24

法学的完善，而是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都应贯彻以临25

床需求为导向的理念，开展以患者为核心的药物研发，从而实现新药26

研发的根本价值——解决临床需求，实现患者获益的最大化。27

因此，本指导原则将从患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对抗肿瘤药物的临28

床研发提出建议，以期指导申请人在研发过程中，落实以临床价值为29

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为促进抗肿瘤药科学有序的开发，30

提供参考。本指导原则不包含对于具体方法学的讨论。后续，我国也31

将参与 ICH相关议题和指南的讨论和制修订工作，指导研究和开发32

药物研发中与患者评估有关的工具和方法学。33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知。随着医学科34

学和临床试验的发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35

应用本指导原则设计和实施研究时，请同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36

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37

理 事 会 （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38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和其他国内已39

发布的相关指导原则。40

二、以患者需求确定研发立题41

立题是药物研发的起点，合理的立题是药物上市的前提。新药研42

发的核心目标是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因此应充分了解患者的需求，43

并以此引导药物研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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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肿瘤仍无法治愈，对于肿瘤患者，仍然存在着极大的45

未满足的治疗需求。鼓励申请人从以下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研46

究和思考，发现患者需求，确定研发立题。47

（一）以患者需求为导向48

1、加强机制研究49

基础研究和药物作用机制创新，是推进药物研发的根本动力。恶50

性肿瘤的致病机制复杂，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在药物研发伊始，51

应加强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药物作用机制的研52

究，通过突破与创新，优化药物设计，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不断满足53

肿瘤患者的治疗需求。54

2、提高精准化治疗55

随着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对肿瘤发病机制研究56

的不断深入，肿瘤的诊断与治疗已向精准医学转化。在抗肿瘤药物研57

发过程中，应关注并且持续改进患者与治疗药物的匹配程度，不断提58

升抗肿瘤治疗的精准性，使肿瘤患者能接受到更为适合自己的治疗药59

物。60

此外，为了提高疗效，积极探索不同形式的联合用药方案，也是61

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必然方向。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会从联合治疗中62

获益，例如免疫治疗用于晚期 NSCLC一线治疗，已出现免疫治疗单63

药、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和/或抗血管靶向治疗、64

不同免疫治疗相联合等多种组合。不同患者人群可能适合不的方案，65

此时对于具有不同生物学特征的同一组疾病患者人群，应根据疾病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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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特征和药物的作用机制，选择合适的联合方案，否则，就可能67

会使一部分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而另一部分患者增加了更多安全性68

的风险。抗肿瘤联合用药在研发之初，就应分析评估是否所有患者都69

适合联合用药；哪些患者需要联合用药治疗；应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70

需求，合理的进行抗肿瘤药物联合用药的开发。71

3、关注治疗需求的动态变化72

随着新药不断涌现，肿瘤患者的治疗需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73

因此应时刻关注患者治疗需求的变化，不断发掘抗肿瘤患者未满足的74

临床需求。75

首先，随着靶向治疗的发展，抗肿瘤治疗越来越精准，抗肿瘤药76

物治疗的有效性也逐步提高，例如，PD-1 单克隆抗体治疗难治复发77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 cHL）的客观缓解率78

（ORR）最高已可达 80%-90%。然而即使在如此高的缓解率下，仍79

有部分患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对于这部分患者而言，治疗需求更高，80

更应予以关注。81

其次，为了提高研发效率，有些药物临床试验中，会利用某些预82

后性生物标志物，或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筛选富集人群。然而，选择在83

富集人群中开展研究并不意味着其他患者人群无法从治疗中获益，因84

此在富集人群中的临床试验成功后，应积极关注在其他人群中的进一85

步开发。86

再次，肿瘤耐药是抗肿瘤治疗与新药研发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87

晚期肿瘤患者一旦发生耐药，可能又将陷入无药可治的境地，因此应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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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耐药患者的需求，寻找新一代克服肿瘤耐药的抗肿瘤新药，或可89

以克服耐药的抗肿瘤药物组合。90

4、不断改善药物安全性91

恶性肿瘤作为致死性疾病，在其药物研发中，通常更加关注疗效92

的提高，而对不良反应的容忍度较高；长期用药安全性也易被忽视。93

然而，不良反应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增加患者治疗负94

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可能由于患者无法耐受药物的不良反95

应，导致治疗减量或终止，影响患者的最终疗效，或使患者失去治疗96

机会。随着肿瘤患者生存时间延长，恶性肿瘤逐步呈现慢性病特征，97

许多抗肿瘤药物需要长期应用，抗肿瘤药物的长期用药安全性就变得98

越来越重要。99

在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中，应关注肿瘤患者对用药安全性，特别是100

对长期用药安全性日益提高的需求和期待，将提高和不断改善抗肿瘤101

药物的安全性，作为重要的研发方向。102

5、改善治疗体验和便利性103

在提高疗效的基础上，肿瘤患者对治疗体验、治疗的便利性的要104

求也越来越高。105

改良给药途径是重要改良方式之一，比如，开发皮下制剂、口服106

制剂，将改善患者治疗的便利性；开发长效制剂，减少给药频次，可107

有助于减少患者治疗负担。108

需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改良方式，都应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并109

顺应患者一般的治疗习惯，切实符合患者的便利性。在对给药频次进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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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良时，建议选择符合患者用药的记忆规律和习惯，特别是患者可111

自行在家中进行治疗时（如口服，皮下注射），更需关注。112

（二）倾听患者声音113

对于药物疗效和治疗评价，通常是由研究者、评估机构、监管机114

构等第三方从外部视角进行评价；然而对于疾病所带来的生理、心理115

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对治疗的预期和需求，以及治疗所带来的改善或116

负担，只有患者具有最直接的感受；这些信息以往是医务人员/研究117

者、申请人/医药企业、监管机构不了解或易忽视的。118

了解患者需求，还应回归患者群体，主动倾听患者的声音。鼓励119

申请人在研发伊始，开展相关调研工作；鼓励开展患者访谈，了解患120

者需求。例如，收集患者对疾病、对治疗的期望；疾病的症状、体征，121

对机体功能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现有治疗所产生的症状和相122

应负担；对于疾病或治疗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或结局；以及患者对获123

益风险的评价等。124

对患者信息和需求的收集，可以采用访谈、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125

[4]，但应注意受访人群的代表性，是否与未来产品研发的目标人群相126

匹配。特别应关注和尊重患者的隐私保护。127

总之，鼓励申请人在进一步提高抗肿瘤药物有效性、改善安全性128

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解患者需求，引导药物研发方向。在明确了研129

发方向和立题后，后续的研究设计均应围绕研发立题开展。130

三、体现患者需求的临床试验设计131

（一） 探索研究阶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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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安全性风险133

创新药的早期探索研究，特别是首次人体试验（first inhuman，134

FIH）通常风险较高，且存在较高的不可预知性，因此临床试验中，135

受试者的安全性始终是首要关注的事项和重要的评价内容；应始终把136

受试者安全放在第一位，保持识别风险的警惕性。137

2、早期临床试验138

2.1 灵活的试验设计139

在早期研究阶段，鼓励采用灵活的试验设计，以期有效地加快抗140

肿瘤药物的临床开发，达到及早满足肿瘤患者对有效治疗的需求的目141

的。例如，可应用多重扩展队列试验设计，在研究中同时入组多个患142

者队列，在不同瘤种、不同人群（例如，儿科或老年患者或器官损伤143

患者）中评估药物安全合理剂量，或同时对多个剂量或给药方案进行144

评估。145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而言，参与临床试验本身就是治疗手段之一，146

因此科学灵活的试验设计，将有助于受试者更快的接受到有效治疗。147

例如，在早期研究阶段采用适应性设计（adaptive design，AD），根148

据试验中已经积累的信息，动态调整试验设计，将有助于以较快的速149

度对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尽可能快的将受试150

者分配到安全有效的剂量组，使受试者最大程度获益。151

早期研究设计不限于上述举例，鼓励申请人积极与监管机构沟通，152

尝试和探索更高效的临床试验设计。153

2.2 选择合适的试验对象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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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健康受试者是较为理想的均质性人群。出于对抗肿瘤药物毒性的155

担忧，抗肿瘤药物首次人体试验通常不选择健康人群，而是选择充分156

治疗后，已经没有标准治疗可供选择的末线肿瘤患者。对于参与研究157

的肿瘤患者，临床试验即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为使肿瘤患者在临床试158

验中更有可能获得潜在治疗，推荐 FIH临床试验首先在非临床研究中159

已观察到对试验药物具有治疗应答的瘤种中进行。160

对于靶点非常明确的药物，根据机制研究、非临床研究或同靶点161

药物研究如已显示，此类药物对于不存在该靶点的人群预期无效，则162

建议在早期研究中，仅入组伴有该靶点的患者，同时关注伴随诊断的163

开发；在未获得疗效信号的情况下，暂不建议入组不伴有该靶点的患164

者。165

预期对健康志愿者安全性影响较小、且不具有遗传毒性的抗肿瘤166

药物，例如激素类药物、对健康志愿者不太可能有毒性的药物，或为167

评价靶向效应机制时，FIH试验也可以在健康志愿者中开展。健康志168

愿者的研究一般可提供药代动力学和一定的安全性信息，有利于肿瘤169

患者在后续参与临床试验时，接受到更为接近于目标给药方案的治疗，170

减少肿瘤患者的无效暴露。171

2.3 剂量探索方式172

对于首次人体试验的起始剂量的选择，应参考 ICH 相关指导原173

则及非临床研究相关技术要求[5]。174

临床试验是肿瘤患者重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早期临床试验阶段，175

主要目的是对药物的耐受性、药代动力学进行初步研究，为后期研究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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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方案的设计提供数据支持，因此在早期研究阶段，特别是在剂量177

递增阶段，患者往往无法接受到充分、有效的治疗。因此应尽可能减178

少受试者的无效暴露。179

例如，传统的 3+3设计是抗肿瘤药早期研究中常采用的剂量爬坡180

方式；为减少无效暴露，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在较低剂量水平采181

用加速滴定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基于模型的设计和一些新兴的模182

型辅助方法[6]。在初步明确 II期推荐剂量（Recommend phase II dose，183

RP2D），或确保较高剂量安全性时，在预判受试者可耐受的前提下，184

可将早期接受低剂量治疗的受试者，调整接受 RP2D剂量，或安全的185

高剂量治疗。186

总之，无论选择何种剂量探索方式，都应在临床试验中，既保障187

受试者的安全性，同时兼顾最大限度的保留患者的疗效获益。188

3、概念验证189

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POC）是指验证候选药物的药理效190

应可以转化成临床获益，一般在早期临床研究阶段完成对药物的概念191

验证。概念验证阶段将确定药物的目标治疗人群和推荐剂量。鼓励用192

尽可能少的受试者达到概念验证研究的目的。193

3.1 精准定位目标人群194

由于受试者病理生理学特点和药物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不同受试195

者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尽相同，有些患者可能并不适合采用试验药物治196

疗，在不对患者进行筛选和区分的情况下，虽然有时通过较大的样本197

量，花费较长的时间可完成临床试验，并达到预设的临床终点，然而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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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这种研发策略，不仅仅耗费临床资源和时间，最重要的是，由于人群199

定位不精准，在临床试验中，将纳入实际不适合采用试验药物治疗的200

患者；在药物上市后，也由于无法精准定位人群，而使部分患者错失201

最佳治疗选择。202

通过早期探索研究确定合适的目标人群，是实现抗肿瘤药物精准203

治疗的基础；只有提高目标人群的精准度，才能确保药物上市后，目204

标患者人群接受的是合理有效的治疗。205

采用富集策略，是提高目标人群精准度的方式之一。“富集策略”206

通过筛选，在最有可能获益的受试者中开展临床试验；对于受试者而207

言，富集策略能使入组患者最大可能的从试验药物中获益；也能最大208

限度的提高药物上市后，治疗人群的精准性；使最合适的患者，接受209

最合适的治疗。210

需关注的是，“富集策略”是在对疾病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实施的211

开发策略。对于肿瘤而言，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对其科学研究至今仍212

十分有限，因此在未被富集的人群中，并不代表该治疗绝对无效；采213

用富集策略，精准人群定位的同时，应兼顾其他未能被“富集”人群的214

治疗需求，在富集人群中的临床试验成功后，应基于科学开展临床试215

验，合理扩大治疗人群范围。216

此外，在药品开发过程中，还需关注试验人群是否可代表相应瘤217

肿高发人群的治疗需求。例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cute218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在儿童或青少年人群中发病率更高，219

因此，在开发以 ALL为目标适应症的产品时，应及早关注高发人群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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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并适时在临床试验中，入组儿童、青少年患者。221

3.2 合理剂量的确定222

给药剂量通常可根据药效学特征、药代动力学特征、剂量-安全223

性关系或剂量-疗效关系进行确定。鼓励采用科学工具，用尽可能少224

的肿瘤受试者完成研究目的，最大可能降低肿瘤患者接受无效剂量、225

非充足剂量治疗的可能。226

例如，药物模型是从患者角度制定合理剂量的重要基础，可采用227

模型引导的药物开发（model-informed drug development，MIDD），228

在早期研究阶段积极收集相关数据，通过有限的临床数据，采用数学229

方法，基于统计学原理，通过模型模拟对生理学、药理学以及疾病过230

程等信息进行整合和定量分析，充分利用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药代231

动力学/药效动力学模型、群体药效动力学模型、暴露-效应关系模型232

等[7]，确定合理的用法用量。233

3.3 联合用药析因234

联合用药析因分析也是概念验证的一部分。合理的联合治疗可以235

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选择，但是不恰当的联合开发将徒增受试236

者风险。联合治疗的核心评价点为联合用药的合理性，疗效析因是联237

合开发评价的核心要素。238

在早期探索性试验中就应特别关注联合治疗是否可协同增效，选239

择确实可为患者带来临床获益的联合方案进行开发；避免盲目的开展240

联合用药研究，尽量减少患者暴露于风险获益不确定的联合治疗中。241

4、研发决策的制定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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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发的失败率较高；但对于肿瘤受试者而言，临床试验本身243

是治疗手段之一，如药物本身并无预期疗效，可能使患者损失疗效，244

并错失接受有效治疗的机会，因此在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应对试验药245

物“试错”的概率予以控制。246

早期研究目的之一是淘汰一些有效性低或不良反应高的药物、瘤247

种或用药剂量、方案，避免更多的患者接受无效治疗，因此有必要在248

方案中事先规定试验中止标准，及早发现信号，做出继续研发或终止249

研发的决策。如果药物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对某种肿瘤没有达到期望的250

效果（如抗肿瘤活性太低和/或毒性太高），则应及时做出判断，停251

止继续入选患者，或终止该药物的研发。252

研发决策还需顺应动态变化的临床需求，及时终止不再具有临床253

价值的药物研发，或改变研发策略。254

5. 特殊人群用药相关问题255

5.1 儿童用药256

儿童肿瘤是当前急需攻克的医疗难题之一，儿童肿瘤患者治疗需257

求迫切，因此鼓励申请人积极开展儿童抗肿瘤药物研发。258

对于儿童与成人共患肿瘤，特别是在一些在儿童发病率较成人更259

高的瘤种或亚型（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考虑到疾病危重，临床260

存在迫切的治疗需求，可在成人人群中获得初步数据并显示有效性信261

号后，及早开展儿童人群药物临床试验。262

对于儿童特有的肿瘤，鼓励在成人获得初步安全耐受性数据和药263

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相关数据后，合理的使用科学工具，利用成人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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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立 PK-PD关系，开发相关模型，以支持儿童患者临床试验设265

计和儿童用法用量的合理性。266

对于已上市产品，特别是治疗儿童与成人共患瘤种的药物，鼓励267

研发单位，积极开展儿童人群临床试验，探索儿童用法用量，获得产268

品在儿童人群中的安全有效性证据；或采用真实世界研究[8]，以及儿269

童适应症外推等策略，合理及时地扩展已上市产品的儿童适应症。270

总之，在儿童抗肿瘤药物的研发过程中，应充分借鉴成人的相关271

研究数据，以确保研究设计科学合理；应尽可能利用科学工具，减少272

儿童受试者暴露；应降低儿童受试者的负担和痛苦，特别是尽量减少273

有创性操作，例如，通过群体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稀疏采血，274

而非密集采样的方式，获得可靠的 PK数据[9]。275

5.2 老年人群276

老年人通常基础通常疾病较多，耐受性较差，因此在关键研究中，277

往往将高龄患者进行排除。然而部分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往往在278

老年人高发，而且随着肿瘤的慢病化，高龄肿瘤患者也逐渐增多，老279

年患者相关数据的缺失将限制其临床治疗，存在潜在的安全性风险[10]。280

因此，在抗肿瘤药物研发过程中，应关注老年人群用药，特别是在老281

年高发的瘤种，更需关注老年人用药安全，及早开展相关研究。282

在开发治疗以老年患者高发瘤种的抗肿瘤时，应关注所研发药物283

在老年患者用药的可接受性，包括而不限于给药途径、剂型、药物的284

可吞咽性、口感/口味、老年患者的病人的感知能力（例如，患者服285

用前是否可辨别了解产品颜色、尺寸、形状、粘度）等等，这些对患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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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依从性和用药安全均有影响。287

5.3 其他特殊人群288

临床中，患者情况较临床试验中受试者更为多样、复杂；在临床289

试验中被排除的人群，在临床中也有治疗需求，因此开展必要的特殊290

人群研究不可忽缺。其中伴有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的患者最受关291

注。肝脏是药物体内代谢的重要器官，因此肝功能损害可能会对药物292

的经肝代谢和排泄产生影响。对于伴有肾功能损害的患者，其肾脏分293

泌或排泄功能降低，均会对药物 PK特征产生影响。294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需充分分析人群的特殊状态对药物药代动力295

学的影响，必要时开展相关临床药理学研究，以满足临床中特殊人群296

用药需求[9]。特别是对于肿瘤本身常会导致相关脏器功能损害时，就297

应更早的启动特殊人群研究，否则可能无法满足代表性人群的用药需298

求。例如，我国肝癌患者多数存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由此引起的肝299

硬化背景，因此更易合并肝功能不全，对于治疗肝癌的药物，如缺乏300

肝功能异常人群的临床试验数据，那么上市后实际将无法满足伴有肝301

功能不全的肝癌患者的治疗需求。302

再如，伴有单克隆免疫球蛋白（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MIg）303

升高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如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多发性骨髓瘤），304

因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可引起多种形式的肾脏损伤而使患者伴有不同305

程度的肾脏功能不全[11]，此时，就需及早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开展临306

床试验。307

5.4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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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肿瘤患者而言，因肿瘤自身导致的并发症或患者本身的其他309

基础疾病，需要合并使用其他治疗药物；特别是在老年患者，常常同310

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临床中普遍存在多类药物同时服用的情况，因311

此，应关注及时开展药物相互作用研究[9]，从而在药物上市后，为临312

床实践中患者用药提供安全有效的指导。313

（二） 关键研究阶段314

1、选择合适的试验设计315

1.1 随机对照研究316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能够最大程度317

避免试验设计及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倚，平衡混杂因素，提高统318

计学检验的有效性，因此是理想的药物临床试验设计，也是证明药物319

疗效的“金标准”。一项体现患者需求的随机对照试验，应关注以下问320

题：321

（1）对照药的选择322

在对照试验中，根据需要，可选择阳性照药、安慰剂或最佳支持323

治疗（Best Support Care，BSC）作为对照。324

在干预性的临床试验中，在未撤回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受试者325

须严格遵照试验方案接受治疗，而无法自由选择治疗药物/方案，因326

此应尽量为受试者提供临床实践中最佳治疗方式/药物，而不应为提327

高临床试验成功率和试验效率，选择安全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优328

的药物所替代的治疗手段。另一方面，新药研发应以为患者提供更优329

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当选择非最优的治疗作为对照时，即使临床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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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达到预设研究目标，也无法说明试验药物可满足临床中患者的实331

际需要，或无法证明该药物对患者的价值。332

因此，在选择对照药时，既要关注临床试验中受试者治疗权益的333

保障，还要关注药物上市后，广大患者群体治疗权益的保障。当选择334

阳性药作为对照时，应关注阳性对照药是否反映和代表了目标适应症335

患者最佳用药情况；当计划选择安慰剂或 BSC作为对照药时，则应336

确保该适应症在临床中确无标准治疗；当有 BSC时，应优选 BSC作337

为对照，而非安慰剂。338

（2）随机对照研究的样本量比例339

在平行或交叉的随机对照研究设计中，试验组与对照组样本量比340

例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量可以相等也可以不341

等，一般是试验组例数多于或等于对照组；当对比各组间样本量相等342

时，统计效率最高，也更利于安全性的评价。343

对于受试者而言，样本量比例将影响其被分配到试验组或对照组344

的概率，因此在设置样本量比例时，兼顾科学性和试验效率的同时，345

应充分考虑对受试者疗效的维护。在尚无充足证据表明试验药品显著346

优于安慰剂/阳性对照药时，可采用 1:1的设计；而如果早期临床试验347

已经显示出试验药物确优于安慰剂/阳性对照药，为使更多患者接受348

到潜在更优的治疗，则可考虑用 2:1 的分配比例。349

1.2 单臂临床试验350

单臂试验是指在临床试验设计时，不设立平行对照组，并采用开351

放设计，不涉及随机与盲法的一种临床试验设计。这些特征一方面加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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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临床试验进程，显著缩短了药品的上市时间，使晚期恶性肿瘤患353

者更快获得治疗药物，但同时也导致了单臂临床试验本身的不确定性。354

因此采用单臂试验支持药物上市的前提，是对患者而言，获益大于单355

臂试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356

对于接受过充分治疗，已无标准治疗的疾病而言，一般可以安慰357

剂/BSC为对照，开展对照研究，以证实药物的有效性；然而晚期无358

药可治的肿瘤患者，生命受到疾病威胁，存在急迫的治疗需求；一旦359

早期数据已提示试验药物存在非常突出的疗效时，此时则希望入组的360

受试者均能接受试验治疗，得到潜在的抗肿瘤治疗机会，因此不再要361

求采用安慰剂/BSC对照，而采用单臂试验，以历史数据作为对照。362

因此，单臂试验只适合在无标准治疗可选择的末线患者中开展，同时，363

只有疗效突出的药物才适合采用单臂临床试验。364

1.3 真实世界研究365

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RWS）是指针对预设的临床问366

题，在真实世界环境下收集与研究对象健康有关的数据（真实世界数367

据）或基于这些数据衍生的汇总数据，通过分析，获得药物的使用情368

况及潜在获益-风险的临床证据（真实世界证据）的研究过程[12]。369

相较于入排标准严苛、样本量有限的 RCT研究，真实世界研究370

更接近于患者的真实疾病状态和临床实践；同时可对更广泛的患者人371

群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充分考察不同患者亚组的治疗获益和风险，进372

而获得真实世界证据以支持更精准的目标人群定位[12]。对于患者而言，373

真实世界研究也将大大减少参与临床试验所带来的负担。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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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群代表性375

临床试验中所入组的受试者，应尽可能接近临床实践中患者的特376

点和组成，使临床试验的结果和经验，可在临床实践环境中推广应用，377

有效的指导临床实践中患者的用药。378

肿瘤患者因疾病原因，常常一般状态功能较差，特别是晚期患者，379

除肿瘤可能侵犯其他器官而造成功能损害以外，在经历多次抗肿瘤治380

疗后，也往往合并有脏器功能的损伤。然而在关键临床试验中，为尽381

可能确保临床试验安全、提高试验药物疗效、减少因患者自身耐受性382

差，或肿瘤在重要脏器转移对预后的影响，往往会设置较为严格的入383

排标准，对受试者的功能状态、器官功能进行要求，并将高危人群进384

行排除。严格的排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受试者的安全性，但385

有时也会使研究人群不能完全代表或充分体现临床中实际需治疗人386

群的特征。387

因此，设计入排标准以及入组受试者时，在考虑受试者安全性的388

同时，还需兼顾受试者是否可代表广大患者的特征。否则，临床试验389

中研究人群的安全耐受性与临床中实际需要治疗的广泛患者的安全390

耐受性特征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此时临床试验结果，就无法全面的为391

更广泛的患者提供安全性用药指导。392

如确因安全性考虑不宜纳入高危人群（如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393

害人群等），应及早开展在特殊人群中的研究，以满足临床中广泛患394

者的治疗需求。395

3、临床终点的选择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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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试验中，应关注研究结果是否与研发立题预期一致；当以397

患者需求为导向确定了产品的研发立题与方向后，试验终点也应与研398

发立题呼应，由此才能说明试验药物确实可满足患者的需求。建议积399

极收集反映患者获益的临床终点，特别是该药物在最初立题时所预期400

带来的获益指标；例如，预期特定安全性较现有治疗改善的药物，应401

收集相关安全性数据并与现有治疗进行比较；预期患者用药后，疼痛402

感较现有治疗改善的药物，应开展疼痛评估，并与现有治疗进行比较。403

本指导原则重点讨论以下两个问题：404

3.1 替代终点405

对于抗肿瘤药物，提高疗效和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仍是当下追求406

的主要目标，因此通常会选择可反映生存获益的临床终点，如总生存407

期（overall survival，OS）。在一些瘤种中，由于生存期越来越长，408

还有后续治疗的影响，为缩短临床试验时间，使药物及早上市满足更409

多患者的治疗需求，可能选择与生存获益相关的替代终点作为研究终410

点；亦或是在大规模对照研究中已证实试验药物治疗的 OS获益，在411

桥接研究中，也可能选择与生存获益相关的替代终点（如 PFS、EFS）412

作为研究终点，从而提高研发效率，并使对照组患者在发生相关事件413

后（如发生疾病进展、复发），有机会交叉至试验组接受治疗，而尽414

可能确保受试者接受更有效的治疗。415

当计划以替代终点作为主要终点时，首先应确认和证明所采用的416

替代终点，与该瘤种患者的生存获益是明确相关的，避免患者延长生417

存时间的根本获益受损，或存在不确定性。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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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患者报告结局419

肿瘤患者可能因疾病本身以及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而存在严重420

的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和症状负担，严重影响肿瘤患者的421

生活质量。422

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 reported outcome，PRO）是直接来自于患423

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功能状态以及治疗感受的报告[13]，包括症状的测424

定，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及对治疗的满意度。PRO可用于对慢性425

疾病的评价、精神类疾病的评价、缺乏客观指标的疾病评价，以及用426

于了解患者对治疗的总体满意度。427

在肿瘤患者中应用 PRO，可以提供不良事件报告无法获得的临428

床重要信息；也反映抗肿瘤治疗对患者的影响，捕捉传统评价指标（如429

OS、PFS）无法全面反映的患者治疗体验和临床获益，以及抗肿瘤治430

疗对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鼓励申请人通过生活质量（quality of431

life，QoL）评估、症状评估等 PRO工具，收集药物治疗在症状缓解432

和对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433

PRO 评价方式通常包括患者自填量表或者问卷、面对面定性访434

谈、电话访谈等方式，鼓励申请人开发多种评估方式，如电子 PRO435

数据收集系统（ePRO），减轻受试者在评估中的负担。436

当前肿瘤药物的注册临床试验中，多将 PRO指标作为次要终点437

或探索性终点；鼓励研究单位和申请人开发、验证患者自报告结局评438

估工具终点，并与监管机构讨论上述终点支持监管决策的可行性。439

4、预设合理的中期分析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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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分析定义为正式完成临床试验前，根据事先制定的分析计划，441

对临床数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分析。期中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442

对结果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安全性结果有问题，可因安全性问题而终443

止试验；如有效性达到预设终点，也可提前终止试验；在有多个组别444

的临床试验中，也可提前终止无效或低效的试验组。在抗肿瘤药物的445

关键性研究中，可考虑建立临床试验数据监察委员会（Data446

Monitoring Committees，DMCs）进行中期分析[14]。447

对于受试者而言，提早终止风险过高和无效/低效的试验治疗，448

将降低患者的安全风险，尽早结束不必要的无效/低效治疗，从而有449

机会接受获益风险更为明确的药物。对于患者而言，提前终止已达到450

预设优效结果，可缩短药物上市时间，及早满足患者对有效药物可及451

性的需求。452

（三）减少受试者负担453

临床试验的开展过程中，在确保数据质量的同时，应尽可能减轻454

受试者负担。对于肿瘤受试者，特别是老年或儿童受试者，出行、随455

访可能存在不便利；前往研究中心随访，还可能增加本身免疫功能较456

差的肿瘤患者发生感染的风险；对于儿童受试者，在随访过程中，面457

临无法参加学习活动的困境，还可能对监护人带来误工、收入损失等458

额外社会经济负担；因此在研究设计时，对于随访时间点，应进行合459

理规划，既要满足必要的信息收集，同时还应尽量减少受试者及其家460

庭的负担。461

申请人还可考虑在临床试验设计中，加入去中心化临床试验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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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s，DCT）的设计元素。DCT往往利用“虚463

拟”工具，开展远程医疗随访和监测，或使用可穿戴医疗设备远程收464

集数据，以及直接向患者家庭提供研究药物和材料等。DCT的远程465

监测和数据收集将受试者参与研究的障碍最小化，那些原本因客观不466

便利而无法参与传统临床试验的患者，可能会有意愿参加 DCT。在467

传统试验中代表性最不足的参与者群体，如老年人、居住在偏远地区468

的人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受试者，也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机会，临床试验469

结果在不同人群中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将得以增强[15]。470

DCT可减少受试者负担，增加更多样化的受试者累积，鼓励申471

请人探索远程访视、远程实验室评估、远程成像评估、远程监测，鼓472

励探索研究中心和居家随访结合的新随访模式，鼓励尝试采用远程电473

子设备进行信息收集，鼓励尝试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研究药物配送474

等等，提高肿瘤患者临床试验参与度和便利性，降低受试者负担，提475

高试验结果的代表性。考虑到临床试验操作的多样性，可能对临床试476

验评估标准的统一性、数据完整性、结果可比性等多方面带来挑战，477

建议申请人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478

交流。479

四、总结480

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应贯穿药物研发的始终。从抗肿瘤药的481

研发立题之初，就应以患者的需求为研发导向，在早期临床试验设计482

和关键临床试验设计中，鼓励利用模型引导药物研发等科学工具，鼓483

励采用高效的临床试验设计，预设研发决策阈值和必要的中期分析，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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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受试者的无效暴露，保障受试者的疗效权益，同时提高研发效485

率；此外，还应关注人群的代表性，关注特殊人群用药开发，以期最486

大限度的满足临床实践中不同类型人群的安全用药需求。487

抗肿瘤药物研发应体现临床价值，而临床价值应以患者需求为导488

向；本指导原则旨在对当前抗肿瘤药物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关489

注点进行梳理总结，不能涵盖和预见所有问题。鼓励申请人开拓思维，490

积极与中心沟通交流，在满足科学原则的前提下，开展更符合患者需491

求，更保障患者利益和安全，更反映药物临床价值的临床试验。未来492

也将根据抗肿瘤药物的发展，不断完善和补充本指导原则。493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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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落实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促进抗肿瘤药科学有序的开发，药品审评中心组

织撰写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经成为普遍共识。ICH 在 2020年 11月通过了以患

者为核心的药物研发（PFDD）议题文件,围绕或计划围绕患者信息反馈的收集、分析的方法学和工具开发制定

指导原则。 

目前我国抗肿瘤药物研发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我国肿瘤患者对于药物的安全性、治疗体验和生存质量都

有了更高的期望，因此在我国，以患者为核心的抗肿瘤药物研发，不仅仅是对患者反馈的收集和量表开发，

而是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都应贯彻以临床需求为核心的理念，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

研发。 

本指导原则将从患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对抗肿瘤药物的临床研发提出建议，以期指导申请人在研发过程

中，落实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理念；为促进抗肿瘤药科学有序的开发，提供参考。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化药临床一部牵头，自2021年1月启动，2021年5月形成初稿，经药审中心内部讨论，征求

部分临床专家意见，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首先介绍了起草指导原则的背景，之后从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确定研发立题、倾听患者声音、

在探索研究阶段和关键研究阶段开展体现患者需求的临床试验设计，并兼顾减少受试者负担等方面，对以临

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相关内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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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dbdd7750285af86b44479700e24252f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08 日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临床药理学研究是生物类似药比对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支

持生物类似药与参照药有效安全性的相似性评价十分重要。为规范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评价，进一步指导生

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

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王玉珠；李 健 

  联系方式：wangyzh@cde.org.cn；lijian@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 月 8日 

 

 

附件 1 ：《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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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一、概述 40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国内外已41 

有药品按生物类似药获准上市，更好地满足患者临床用药需42 

求和可及性。临床药理学研究是生物类似药比对研究中的重43 

要内容，对于支持生物类似药与参照药有效安全性的相似性44 

评价十分重要。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评45 

价，本指导原则在《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46 

行）》和《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原则》47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指导性48 

建议，旨在为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提供技术参考。 49 

本指导原则所述生物类似药是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50 

效性方面与已获准注册的参照药具有相似性的治疗用生物51 

制品。 52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结构和功能明确的治疗用重组蛋白53 

质制品。对聚乙二醇等修饰的产品及抗体偶联药物类产品等，54 

按生物类似药研发时应慎重考虑。 55 

二、临床药理学研究目的 56 

生物类似药研发是以比对试验研究证明候选药与参照57 

药的相似性为基础，支持其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生物类58 

似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同样应遵循比对原则，通过证明候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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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与参照药不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从而证明其与参照药的60 

相似性，是生物类似药研究的关键步骤之一。临床药理学研61 

究主要提供候选药与参照药在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62 

PK ） 方 面 的 相 似 性 数 据 ， 还 可 通 过 药 效 动 力 学63 

（Pharmacodynamics, PD）研究（包括疗效和毒性两方面）和64 

定量药理学分析，用于评估候选药和参照药是否具有临床意65 

义的差异。临床药理学研究可以解决前期分析评估后仍然存66 

在的部分不确定性，增加相似性评价的整体证据，并可以指67 

导后续临床试验的研究和设计。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也可能68 

提示候选药与参照药存在临床意义的差异，从而指导进一步69 

的研究设计，以评估这些潜在差异。基于潜在差异的程度可70 

评估是否对候选药进行继续开发或还应开展哪些研究。临床71 

药理学研究数据也是支持数据外推的重要科学依据。生物类72 

似药拟开展的临床药理学研究种类应取决于相应研究可解73 

决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生物类似药研发的整体证据。 74 

三、研究内容 75 

（一）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研究 76 

1. 研究总体设计 77 

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设计可以采用交叉设计78 

或平行设计。 79 

交叉设计：PK 比对研究通常首选单剂量、随机、交叉研80 

究设计。对于半衰期短（如少于 5 天）、PD 反应迅速（如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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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达到最大效应和消退时间与药物的暴露量基本同步）、预82 

期免疫原性发生率低的产品，建议采用交叉设计。该研究设83 

计对 PK 相似性的评估最为敏感，可以用最少的受试者例数84 

进行药物暴露差异的可靠估计。当 PD 效应延迟较多或与单85 

剂量的 PK 行为不平行时，PD 相似性评估可能需采用多剂量86 

研究设计。交叉研究中，需充分考虑免疫原性的发生、消退87 

时间及与清洗期的关系。 88 

平行设计：部分生物制品具有较长的半衰期，并能引起89 

免疫反应。平行设计适用于半衰期较长或重复暴露可能导致90 

免疫反应增加从而影响 PK 和/或 PD 相似性评估的药物。该91 

设计也适用于研究人群为患者，其药物暴露随病程呈时间相92 

关变化的情况。 93 

对于既可用于单药治疗又可用于与免疫抑制剂或化疗94 

药物联合治疗的药物，单药治疗可使变异最小化，因此 PK 比95 

对研究采用单药治疗可能更为敏感。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联96 

合治疗时，建议选用引入变异因素较小的化疗方案及受试者，97 

如采用一线治疗（患者临床状态相对稳定）或早期肿瘤患者98 

（肿瘤负担较低）辅助治疗。 99 

靶点介导的药物消除机制可能影响所需 PK 比对研究的100 

数量。参照药的消除机理包含靶点介导和非靶点介导的消除101 

时，需证明每种消除机理占主导时的 PK 相似性：推荐在健102 

康受试者中开展一项研究证明非靶点介导消除占主导时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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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并在患者中开展一项支持性研究，该研究可以是有104 

效性试验的一部分，用于评估靶点介导的消除占主导时的相105 

似性。如果无明显靶点介导消除，通常可开展一项 PK 比对106 

研究。 107 

如果某种药物在不同的治疗领域（如自身免疫和肿瘤）108 

存在不同的靶点介导消除时，则可能需要分别开展 PK 研究。 109 

2. 参照药 110 

应按照《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111 

等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选择参照药。 112 

3. 研究人群 113 

临床药理学研究需基于医学伦理要求，在能敏感区分候114 

选药和参照药差异的健康志愿者或患者人群中开展。应提供115 

充分证据说明临床药理研究所选人群的合理性。受试者样本116 

量应确保 PK 和/或 PD 相似性评价具有足够的统计学效能。 117 

一般认为，健康志愿者 PK 和 PD 变异较小，而患者往118 

往存在混杂因素，如疾病状态、伴随疾病和合并用药等。如119 

果药物在健康志愿者的安全性较好，或健康志愿者有与患者120 

相同的可评估 PD 指标，建议临床 PK 和 PD 研究的人群优先121 

选用健康志愿者。 122 

对于某些药物，出于安全性和伦理等考虑需选用患者进123 

行临床药理学研究。若在患者中无法采用单剂量给药研究，124 

应开展多剂量给药研究。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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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PK比对研究采用的人群和/或剂量与临床有效性比对126 

研究不同，推荐在临床有效性比对试验中进行群体 PK 评估，127 

这些数据可增加药物相似性的整体证据，可用于解释临床有128 

效安全性比对研究的结果。 129 

4. 剂量选择 130 

剂量选择应结合研究人群是健康志愿者或患者，从敏感131 

性和伦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为了评估候选药和参照药在132 

PK 和/或 PD 方面的差异，应选择敏感的给药剂量。所选剂133 

量应最有可能提供阐明药物特性差异且有临床意义的研究134 

数据。 135 

若研究采用健康志愿者或检测 PD 指标，一般在暴露-效136 

应关系曲线的陡峭范围内选择较低剂量开展研究。 137 

若开展患者研究，建议采用最低治疗剂量。如果参照药138 

获批剂量处于非线性 PK 特征区域或超出了产生最大 PD 效139 

应的剂量，最好采用其他剂量方案，如慢性疾病患者的单次140 

给药剂量或低于参照药已获批的剂量。剂量方案的选择取决141 

于多方面的因素，如较低剂量是否与参照药已获批的剂量具142 

有相同的 PD 效应，如果存在效应差异，伦理方面是否可行。 143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采用多个剂量开展临床药理学研究，144 

如参照药的浓度-效应关系变异较大的情况。 145 

应提供充分证据说明剂量选择的合理性。 146 

5. 给药途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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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候选药和参照药应采用相同的给药148 

途径。若参照药获批的给药方式包括多种给药途径，如静脉149 

给药和皮下给药，应采用对于检测药物差异最敏感的给药途150 

径进行 PK 和 PD 相似性评价。多数情况下，皮下给药或其151 

他血管外给药途径较为敏感，因为血管外给药途径既能评估152 

分布相和消除相的差异，也能评估吸收相的潜在 PK 差异。153 

此外，血管外给药途径还能更敏感地评估药物在免疫原性方154 

面的差异。 155 

6. 采样设计 156 

6.1 PK 研究采样设计 157 

在单剂量研究中，采样时间设计需能表征整个PK过程，158 

包括末端消除相。对于某些需采用两剂或多剂给药的药物，159 

应在研究中首剂和末剂给药后均进行采样，因为首剂给药后160 

采样主要用于相似性评估，而末剂给药后采样可以评估最后161 

消除相的差异，而该部分是首剂给药后无法观测到的。 162 

如果在患者中采用多剂量研究评估候选药与参照药的163 

相似性，或无法表征末剂给药后的消除特征，采样设计应能164 

表征首剂给药后和后续给药（最好是稳态）的PK特征。在参165 

照药表现为非线性PK的情况下（如：许多具有细胞靶点的抗166 

肿瘤mAbs在分布和消除动力学上，表现出剂量或时间依赖性167 

PK，或存在免疫原性相关的变化），表征稳态下的完整血药168 

浓度-时间曲线尤为重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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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PD研究采样设计 170 

PD 生物标志物采样时间点和采样时长的选择取决于 PD171 

指标本身的特征（如：给药后 PD 的反应时间）。当开始给药172 

后 PD 反应滞后时，多剂量给药至稳态的研究非常重要，特173 

别对于临床治疗方案为长期用药的药物。PD 变化可能与 PK174 

变化不同步。PD 指标的最佳采样方案可能不同于 PK 指标的175 

采样方案，这种情况下，PD 采样方案应进行充分论证。如果176 

一项临床药理学研究同时收集 PK 和 PD 数据，采样方案应177 

基于 PK 和 PD 两方面指标进行优化。 178 

7. 检测物质 179 

在进行PK及PD比对研究时，可能需要考察多种不同的180 

检测物质。例如PK比对研究的检测物质可能包括游离药物、181 

与药物靶点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及总药物浓度。建议尽可能采182 

用对评价候选药和参照药之间药理活性差异最敏感的检测183 

物质进行定量分析，并使用经验证的生物分析方法。应按照184 

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检测。 185 

8. 药代动力学评价指标 186 

对于单剂量研究，静脉给药时，AUC0-∞为主要评价指标；187 

皮下给药时，Cmax和 AUC0-∞均为主要评价指标，如果未提供188 

静脉给药数据，建议根据具体情况同时对截取的 AUC（partial 189 

AUC）进行评估，应基于药物特征和作用机制等选择截取时190 

间段，以确保吸收和消除方面的可比性。Cmax应采用未经外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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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的实测数据。 192 

对于多剂量研究，主要评价指标为首次给药后至第二次193 

给药前的截取 AUC(AUC0-t)和稳态下两次给药间隔之间的194 

AUC (AUCτ)。药物谷浓度（Ctrough ss）和/或峰浓度（Cmax ss）195 

为次要评价指标。 196 

9. 药效动力学评价指标 197 

当 PD 指标在 PK 研究所获得的药物浓度范围内具有较198 

宽的动态范围时，应基于可反映药物作用机理的生物标志物199 

的 PD 相似性评估药物的相似性。即使 PK/PD 研究中的人体200 

PD 数据不足以评估候选药和参照药是否具有临床意义的差201 

异，人体 PD 数据仍可为后续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的设计和202 

数据收集方案提供支持。候选药和参照药之间 PD 指标的比203 

对应通过效应曲线下面积（AUEC）进行评价。如因 PD 标志204 

物本身特征仅检测一个 PD 指标时，该指标应与同期检测的205 

药物浓度指标进行关联，并应将药物浓度和 PD 标志物的相206 

关性作为候选药与参照药比对的基础。 207 

使用单一 PD 指标或多个相关 PD 指标开展研究，能降208 

低候选药和参照药相似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并显著增加药物209 

相似性的整体证据。推荐采用多个 PD 标志物（如存在）进210 

行评估。使用能捕获多种药理作用的更广泛生物标志物（如211 

进行蛋白质或 mRNA 芯片分析）进行研究，也可以增加相应212 

的研究价值。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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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4 

如果可行且适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临床终点相关数据214 

也能为评估药物之间是否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提供有价值215 

的信息。 216 

10. 统计分析和接受标准 217 

候选药和参照药在临床药理方面是否具有相似性，需基218 

于统计学方法进行评价。推荐采用经对数转换后的暴露量参219 

数进行统计分析。无论是重复设计研究还是非重复设计研究，220 

均应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统计方法进行 PK 和 PD 参数的比221 

较。平均生物等效性研究方法需计算候选药和参照药相应参222 

数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相似性评价时，置信区间223 

应落在接受限度范围内。置信区间和接受限度的选择可因药224 

物而异，需事前定义相似性区间并适当证明其合理性。一般225 

情况下，置信区间的接受限度通常设置为 80%-125%；如果226 

采用其他接受限度，应对其进行充分论证，包括对临床疗效227 

和安全性的潜在影响的评估。 228 

应按照事先预定的分析计划进行数据分析，任何事后统229 

计分析都是探索性的。 230 

如果采用多中心研究，建议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案，如在231 

某些方面存在差异，需在数据分析时充分评估上述差异对 PK、232 

PD、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相似性的影响。 233 

11. 建模与模拟技术的应用 234 

建模与模拟技术的应用可能有助于 PK 和/或 PD 研究设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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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例如，可帮助选择最佳剂量用于评估 PD 相似性。当采236 

用生物标志物数据进行候选药和参照药的比对时，最好选择237 

参照药剂量-效应曲线陡峭部分的剂量开展研究。应提供数据238 

证明所选剂量是处于剂量-效应曲线的陡峭部分，而不是处于239 

剂量-效应曲线的平台期。采用模型模拟的方法，可以基于参240 

照药已知的剂量（或暴露量）-效应关系，对 PK 和/或 PD 研241 

究所选剂量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242 

若无法获知参照药的暴露-效应关系数据，可通过开展一243 

项探索性研究确定这些信息，从而选择最佳剂量（如：达到244 

参照药最大效应 50%的剂量[ED50]）开展比对研究。探索性245 

研究可以评估多个剂量水平（如：已获批的低、中、高剂量）246 

下的 PK/PD 关系，以获得参照药的剂量-效应或暴露-效应关247 

系数据。除此之外，也可采用能观察到清晰剂量-效应关系的248 

低剂量、中剂量以及获批的最高剂量开展候选药和参照药的249 

PK/PD 比对研究。如果用于指导多剂量研究，应对 PK/PD 参250 

数如 EC50、最大 PD 效应（Emax）以及浓度-效应关系的斜率251 

进行相似性评价。生物标志物与临床终点的关系以及建模与252 

模拟数据也能用于定义 PD 相似性的限度。 253 

（二）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考虑 254 

当免疫原性导致药物的 PK 行为改变、PD 效应降低，或255 

疗效丢失（如：中和抗体），或产生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时，256 

应对相关反应的发生频率和强度进行评估。应收集并评估临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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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药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并将临床药理学258 

研究收集到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同时提交到临床整体259 

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集中，进行综合评估。 260 

在评估临床药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时，261 

应充分考虑参照药已知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信息。例如，若262 

参照药存在潜在的免疫原性，建议提前开发用于检测抗药抗263 

体（或中和抗体）的分析方法，确保可及时评估 PK 和 PD 研264 

究中的免疫原性样本。 265 

评估从临床药理学研究收集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266 

时，应充分了解安全性信号或免疫反应的发生和消退时间。267 

候选药 PK 特征和参照药公开的 PK 数据等，可用于判断安268 

全性和免疫原性的随访时间。 269 

四、申报资料要求 270 

除常规申报资料要求外，临床药理学研究资料中，需提271 

交研究方案和研究总结报告等必要文件。应提供相似性评价272 

的接受标准的科学合理依据。 273 

应提供全面的 PK 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AUC0-t、AUC0-274 

∞、AUC0-t/AUC0-∞比值、Cmax、tmax、表观分布容积、清除率275 

和消除半衰期等。 276 

PD比对研究计划应详细阐述关键研究设计如研究剂量、277 

采样设计、检测物质等。需说明 PD 指标与临床终点的相关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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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提供科学依据。需充分分析 PK/PD 关系，分析是否存279 

在 PD 效应延迟等特殊情况。 280 

采用建模与模拟方法进行研究方案关键设计时，需提交281 

详细的建模模拟相关资料，可参考《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技282 

术指导原则》和《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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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评价，进一步指导生物类似

药临床药理学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生物类似药

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

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国内外已

有药品按生物类似药获准上市，更好地满足患者临床用药需

求和可及性。临床药理学研究是生物类似药比对研究中的重

要内容，对于支持生物类似药与参照药有效安全性的相似性

评价十分重要。为规范和指导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评价，进

一步提出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指导性建议，药品审

评中心组织起草《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旨在为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提供技术参考。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工作自 2021 年 2 月启动。核心工作

组经充分调研国内外行业现状和相关技术要求后，形成指导

原则初稿。于 2021年 4月召开专家改稿会，进行充分讨论，

在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核心工作组多次讨论和药审中

心内部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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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技术要求和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提出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指导性建议，旨

在为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提供技术参考，主要内容包括概述、

临床药理学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申报资料要求，具体如下： 

（一）概述部分：介绍指导原则起草背景和目的，生物

类似药的概念和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临床药理学研究目的部分：阐述临床药理学研究

在生物类似药研发和评价中的意义和价值。 

（三）研究内容部分：阐述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

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包括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研究内容、

临床药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考虑。研究内容涉及

研究设计、参照药、研究人群、剂量选择、给药途径、采样

设计、检测物质、评价指标、统计分析和接受标准等。 

（四）申报资料要求部分：阐述生物类似药注册申报时，

除常规申报资料要求外，还需提供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数据和

相关资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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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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

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

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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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规范申请人儿童用药申报信息备注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a8dea8dc22854538f8df29e5a660f61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09 日 

    为鼓励儿童用药的创新研发，优化儿童用药沟通交流和受理审评效率，完善儿童用药品种信息的记录与统

计，现对涉及申报品种的儿童用药信息备注进行规范，具体要求如下： 

  在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申请时，由申请人在药品注册申请表中“其他事项”条目下备注（可备注多项）：

申请儿童专用药、申请新增儿童应用（适应症和用法用量）、本品属于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写明批次

和编号）。 

  在提交补充申请时，由申请人在药品注册申请表中“补充申请的内容”条目下备注（可备注多项）：申请

新增儿童应用（适应症和用法用量）、申请修订儿童应用（适应症和用法用量）、申请增加儿童专用规格、申请

修订说明书中儿童应用信息、申请其他与儿童应用相关的事项。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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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a8dea8dc22854538f8df29e5a660f61


 

关于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58.jhtml                时间: 2021-07-16 

 

  我委拟修订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

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第二次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1个

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

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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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7月 16日 

 

 

附件：  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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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58.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D0/wKgBcWDubBGAc4Y4AAPGSWLJNjg131.pdf?token=c528968a104d9827449620dbf54a3039&ts=1626238141


 

 附件：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三乙醇胺 

Sanyichun’an 

Trolamine 

 

 
 

 C6H15NO3149.19 

[102-71-6] 

本品为2，2'，2"-氮川三乙醇，由环氧乙烷氨解并经分离纯化制得。按无水物计算，含总碱

以C6H15NO3计应为99.0%～103.0%。 

【性状】本品为无色至微黄色的黏稠澄清液体。 

本品在水或乙醇中极易溶解，在二氯甲烷中溶解。 

相对密度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为1.120～1.13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0622）为1.482～1.485。 

【鉴别】（1）取本品1ml，加硫酸铜试液0.3ml，显蓝色。再加氢氧化钠试液2.5ml，加热至

沸，蓝色仍不消失。 

（2）取本品1ml，加氯化钴试液0.3ml，应显暗红色。 

（3）取本品1ml置试管中，缓缓加热，产生的气体能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 

（4）精密量取有关物质项下供试品溶液1ml，置200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有关物质项下对照品溶液（1）1ml，置200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有关物质项下的色谱条件试验，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

对照品溶液主峰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取本品12g，置20ml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依法检查（通

则0901与通则0902），溶液应澄清无色；如显色，与橙黄色1号标准比色液（通则0901）比较，

不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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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物质 取本品约10g，精密称定，置100ml量瓶中，精密加内标溶液（取3-氨基丙醇约5g，

置10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1ml，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供试品溶液。 

取三乙醇胺对照品约1.0g，精密称定，置1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对照品溶液（1）；另取单乙醇胺约1.0g、二乙醇胺约5.0g与三乙醇胺对照品约1.0g，各精密

称定，置10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1ml，置100ml量瓶中，精密

加内标溶液1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2）。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0521）试验，以（5%）二苯基-（95%）聚二甲基硅氧烷为固定相；起始

温度为60℃，以每分钟30℃的速率升温至230℃，维持10分钟；进样口温度为260℃，检测器

温度为290℃。单乙醇胺峰与内标峰的分离度应大于2.0。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2）各1µl，分别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内标

法以峰面积比值计算，供试品溶液中单乙醇胺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不得大于对照品溶

液（2）中单乙醇胺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0.1%），供试品溶液中二乙醇胺峰面积与内

标峰面积的比值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2）中二乙醇胺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0.5%），

供试品溶液中其他杂质峰面积的总和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2）中主峰面

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10倍（1.0%），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任何小于对照品溶液（2）中三乙

醇胺主峰面积0.5倍的杂质峰可忽略不计。 

水分取本品约1g，照水分测定法（通则0832第一法1）测定，含水分不得过0.5%。 

炽灼残渣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0.05%。 

重金属 取本品1.0g，加水20ml使溶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

分之十。 

【含量测定】取本品约1.2g，精密称定，置250ml锥形瓶中，加新沸的冷水75ml，加甲基红指

示液0.3ml，用盐酸滴定液（1mol/L）滴定至溶液显微红色并保持30秒不褪色。每1ml盐酸滴

定液（1mol/L）相当于149.2mg的C6H15NO3。 

【类别】药用辅料，pH调节剂等。 

【贮藏】遮光，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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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品在低于室温环境下，可能凝固，外观为白色至淡黄色固体。《欧洲药典》采用化学

发光检测器(双等离子燃烧器-亚硝胺模式)气相色谱法测定三乙醇胺中 N-亚硝基二乙醇胺（杂

质 C），为满足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必要时，可对杂质 C进行控制。 

                                                                                             

起草单位：北京市药品检验所联系电话：010-52779627 

复核单位：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三乙醇胺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一、鉴别（4） 

修订了对照品溶液的制备方式，改为取有关物质项下对照品溶液稀释，操作更为简便，方法

实际无变化。 

二、有关物质 

按中国药典2020年版格式对文字描述进行了修订，方法实际无变化。 

三、水分 

参照美国药典，将限度由不得过1.0%提高为不得过0.5%，收集到的2个厂家6批样品结果均小

于0.1%。 

四、炽灼残渣参 

照美国药典，将限度由不得过0.1%提高为不得过0.05%，收集到的2个厂家6批样品结果均小于

0.03%。 

五注 

1.生产企业反馈，本品低温下可能凝固，影响本品的性状。我所对7个厂家的三乙醇胺(包含

试剂)进行了考察。低于0℃下放置后所有样品均变为固体，外观为白色至淡黄色固体。在注

中描述，“本品在低于室温环境下，可能凝固，外观为白色至淡黄色固体”。 

2.《欧洲药典》采用化学发光检测器(双等离子燃烧器-亚硝胺模式)气相色谱法测定三乙醇胺

中 N-亚硝基二乙醇胺(杂质 C)。起草时研究了气相色谱-氢火焰检测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

器、气相色谱-电子俘获检测器等方法检测杂质 C，均无法准确测定 24 ppb浓度水平的杂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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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部分实验室未配置该检测器，因此在注中描述，“为满足制剂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

必要时，可对杂质 C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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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

用格式和撰写指南》的通告（2021 年第 32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2887a834e5cb95ce8a638894bdbe6a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19 日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为规范申报资料的提交，在国家药监局

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药、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见

附件 1-3），经国家药监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申请人提出的药品注册申请，如涉及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核准的，按照附件通用格

式撰写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对于在审品种，涉及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核准的，申请人与我中心未接洽或正在

接洽的，按照附件通用格式核准，已完成接洽的，可按原有通用格式继续审评审批。 

  特此通告。 

  附件：1.中药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2.化学药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3.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7 月 15日 

 

 

附件 1 ：中药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docx 

附件 2 ：化学药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docx 

附件 3 ：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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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2887a834e5cb95ce8a638894bdbe6a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119fdc2a5ae6d8fe4a4cd3a69a8be723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bc73d115b2e38d58b1dd05e467788d0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039fa239e7f8b31dc71232523cd6252


  

附件 1:中药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一、中药生产工艺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中药生产工艺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仅为撰写中药生产工艺提供参考，具体品种应根据品种的实际情况和需

要确定。 

中药生产工艺 

受 理 号：                  药品名称：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生产地址（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如产品的生产涉及到多个生产企业，请列表分别说明每个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以及职责；境外生产的

药品，视情况增加药品分包装厂名称和地址、境内联系机构名称等内容） 

一、处方 

列出所用全部原料的种类及用量，标明投料形式。 

表 1 中药处方 

名称1 1000个制剂单位处方剂

量 

拟定商业规模处方剂

量 

备注2 

原料1    

原料2    

……    

制成总量    

注：1、原料包含饮片、提取物等。 

2、结合工艺中药材（饮片）前处理部分，注明处方原料的投料形式，如饮片、药粉等。处方的撰写一

般可参照《中国药典》的相关规定。 

二、原辅料、制备过程中所用材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表2 原辅料及包材信息表 

原料 名称 药材产地 
饮片等的生产企

业 

执行标

准 
备注1 

      

      

辅料 名称 规格（或型 生产企业 执行标 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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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准 及登记

状态 

注 

       

       

生产过程所

用材料2 
名称 

规格（或型

号） 
生产企业 

执行标

准 
备注 

      

直接接触药

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 

名称 
规格（或型

号） 
生产企业 

执行标

准 

登记号

及登记

状态 

备

注 

       

       

注：1、药材基原、采收期、质量要求等内容可以附件的形式分别列出。 

2、如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大孔吸附树脂、硅藻土等。 

三、制备工艺 

由于具体品种的实际工艺情况不同，以下仅举例说明部分常见工艺步骤的方法、参数、条件及要求等。 

1.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图应完整、直观、简洁。建议以矩形文本框和箭头的形式提供产品的工艺流程图。 

2.原辅料处理 

（1）原料的前处理：明确药材（饮片）前处理的方法和条件，明确处理后原料的保存时间和条件等。如

需经过浸润或软化等处理后切制的，应明确浸润或软化等处理的方法和条件，及切制规格等；需粉碎后投料的，

应明确粉碎方法、粒径或粒度等；需破碎的应明确破碎方法、破碎后药材大小等；需炮炙的，应明确炮炙方法

和条件（注明炮炙的依据），如加热温度、时间、辅料用量等。 

（2）辅料及所用材料的处理：辅料及所用材料需处理的，应明确处理方法和条件，说明处理的操作流程

和工艺参数，明确处理后辅料及所用材料的保存时间和条件等，并提供处理后辅料及所用材料的质量标准。 

3.提取 

明确提取方法及条件，提取用溶媒的种类、用量，提取次数，提取温度、时间，提取液过滤的方法及条

件，以及提取液的贮存条件和期限等。如采用质量均一化方法处理后投料的，应明确相应的方法、条件、质量

指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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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浓缩 

明确浓缩的方法、条件，如温度、压力、时间，浓缩液的贮存条件和期限等。明确浓缩液的相对密度或

浓缩液重量（体积）与饮片的比例，明确浓缩液或浸膏的得率范围。 

5.纯化 

明确纯化的方法及条件，详述相关工艺参数。如醇沉，需明确醇沉用乙醇的浓度，醇沉前浸膏的相对密

度（明确测定温度）或浓缩液重量（体积）与饮片的比例，醇沉前浸膏的温度，搅拌方法和条件，醇沉需达到

的含醇量，醇沉静置时间和温度等，并明确醇沉液的贮存条件和期限等。 

6.干燥 

明确干燥的方法、条件及设备等，明确干浸膏得率范围。 

7.其他处理 

需根据具体品种的实际工艺情况，列出各单元操作步骤的相关方法、条件及要求。对各环节易出现的问

题及处理方法，可以附件的形式进行补充。如滤材阻塞、损坏时更换滤材或维修处理的相关规定和质控方法等。

生产中如有在线检测与控制的，应明确相关指标、方法及要求。 

8.制剂处方 

应明确辅料种类及用量。具体见表3。 

表3 制剂处方 

名称1 1000个制剂单位的剂量 拟定商业规模的剂量 

中间体1   

中间体2   

辅料1   

辅料……   

注：1、制剂处方中的中间体指制剂成型前的浸膏、干浸膏、挥发油等。如有直接用于制剂的提取物、药粉等

也列入制剂处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辅料用量范围。 

9.制剂工艺 

明确制剂处方，详述成型工艺的方法及参数，包括原辅料的加入方法、条件和投料顺序，以及成型方法

及条件。 

如颗粒剂应明确制粒的方法和条件、辅料的种类及加入方法、干燥方法及条件、颗粒粒度等。 

四、主要设备 

应提供生产工艺中各单元操作（如粉碎、提取、浓缩、纯化、配液、过滤、灌封、灭菌、干燥、制粒、压

片等）中使用到的主要设备名称、设备型号、生产厂、工作原理、关键技术参数、产量范围等，应列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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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生产信息 

对于生产工艺中的特殊设备、操作方法或相关过程的控制要求，应明确说明。如需充氮的，应说明制氮方

法或氮气质控要求、氮气充入方式等。应明确生产规模，工艺参数应不超出规定的范围。如有其他需要说明的

内容可另外增加附页。 

六、附件 

在“生产工艺”后可附上与药品质量有关的资料作为附件，如原料的内控标准、中间体质量标准、辅料及

制备过程中所用材料的处理方法及质量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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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药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一）中药质量标准格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黑体二号） 

 

药品注册标准（黑体一号） 

 

药品名称 

汉语拼音 

【处方】 

  【制法】 

  【性状】 

  【鉴别】 

  【检查】 

  【浸出物】（如适用） 

  【特征图谱或指纹图谱】（如适用） 

  【含量测定】 

  【功能与主治】/【适应症】 

  【用法与用量】 

  【注意】（如适用） 

  【规格】 

  【贮藏】 

    【复核单位】（如适用）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注：1、纸型：A4,此页不够时，另用 A4型空白纸。 

2、标题：四号黑体；正文：五号宋体 

 

（二）中药质量标准撰写指南 

 

一、药品名称 

列入中药质量标准中的药品名称为其通用名称，包括药品正名与汉语拼音名，名称应符合药品通用名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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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原则。 

二、【处方】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描述组方药味的名称与用量。药味的名称应使用国家标准或注册标

准中的饮片名称，避免使用别名和异名。固体药味的用量单位为克（g），液体药味的用量单位为克（g）或毫

升（ml），各药味量一般以 1000 个制剂单位（片、粒、g、ml等）的制成量折算。 

三、【制法】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描述生产工艺中的主要步骤和必要的技术参数，一般包含前处理、

提取、纯化、浓缩、干燥和成型等工艺过程及主要工艺参数。 

四、【性状】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按照制剂本身或内容物的实际状态描述其外观、形态、嗅、味、溶

解度（如适用）及物理常数（如适用）等。通常描述外观颜色的色差范围不宜过宽。复合色的描述应为辅色在

前，主色在后。 

五、【鉴别】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根据鉴别项目依次描述显微鉴别、理化鉴别方法。显微鉴别中的粉

末鉴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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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检查】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详细描述各项检查的检验方法及其限度。 

各类制剂，除另有规定以外，均应符合中国药典各制剂通则项下有关的各项规定。 

七、【浸出物】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详细描述浸出物检查的溶剂种类及用量、测定方法及参数等，并规

定合理的浸出物限度范围。 

八、【特征图谱或指纹图谱】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详细描述特征图谱或指纹图谱的分析方法、指认的色谱峰、对照图

谱、数据分析与评价方法（必要时，列出相关参数或其他特殊规定）等，并制定合格样品的指纹/特征图谱相

似度及或相对保留时间等及其范围。 

九、【含量测定】 

参照中国药典格式要求和用语规范等，依次详细描述各含量测定项的测定方法，并制定相应的含量范围。 

十、【功能与主治】/【适应症】 

与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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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用法与用量】 

与说明书一致。 

十二、【注意】 

列出主要的禁忌和不良反应。属中医一般常规禁忌者从略。 

十三、【规格】 

制剂规格内容设定和规范表述，应参照国家局颁布的《中成药规格表述技术指导原则》等的相关要求。 

十四、【贮藏】 

贮藏条件的表示方法应参照中国药典要求规范书写，对贮藏条件有特殊要求的制剂需要予以说明。 

十五、其他 

质量标准的“复核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省（市、自治区）药品检验

所（研究院）”等单位全称。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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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化学药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一、化学药品生产工艺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化药原料药生产工艺信息表 

受理号/登记号：                  药品名称：                       

生产企业：                                                        

生产地址（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如产品的生产涉及到多个生产企业，请列表分别说明每个生产企业的名称、地

址以及职责） 

项目 内     容 

 生产现场核查批量/工艺验证批量 拟定商业生产批量（范

围） 

请明确关键起始物料的投料量以及对

应的成品批产量范围。如已实施生产现

场核查，请明确核查批次的具体批产

量；如未实施生产现场核查，请明确工

艺验证批次的批量。 

请明确关键起始物料的

投料量以及对应的成品

批产量范围。 

起溶 

始剂 

物、 

料催 

及化 

所剂 

用等 

试 

剂 

、 

 

起始 

物料 

名称 生产商 执行标准 

   

   

   

试剂、

溶剂、

催化剂

等 

名称 
使用步骤（如，步骤

代号） 
执行标准 

   

   

   

直接接触药品

的包材或容器 

名称 生产商 执行标准 
登记号及登记

状态（如适用） 

    

    

工艺流 

程图 

以各单元操作为依据，提供完整、直观、简洁的工艺流程图。

建议以附件的形式附于此表后。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信息的基本要求： 

1、提供完整的反应式和生产工艺。工艺描述应与工艺规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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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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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致，应能使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工艺描述可完整地

重复生产过程，并制得符合其质量标准的产品。建议以附件的形

式附于此表后。 

2、生产现场核查批次的生产应采用与商业生产一致的生产线

和生产设备。 

3、按生产现场核查规模或工艺验证规模提供生产工艺描述；

并注明各步工序的规模及收率范围。 

4、按单元操作过程描述工艺，包括各单元操作的反应方程式，

所用物料的投料量及投料比（或摩尔比），工艺操作、工艺参数及

参数的控制范围，生产过程质控（包括反应终点控制）的检测项

目、方法及限度，中间产品的检测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 

5、在描述生产工艺各单元操作时，注意： 

（1）对于非化学合成原料药，可根据其工艺特点，参照上述

要求对工艺步骤及操作进行详细的描述。 

（2）对于不连续下个工序，应注明中间产品的存放条件及允

许存放时间。 

（3）对于无菌原料药，应详细描述相关物料的无菌处理、除

菌/灭菌的工艺过程及控制参数。应明确无菌过滤所用滤器的生产

厂、材质、孔径等信息。 

主要仪器 

设备 

列明主要生产设备的生产厂、设备类型（如操作原理）、生产

能力等信息。 

可以附件的形式附于此表后。 

备注 

生产工艺中如用到特殊仪器设备、操作方法、检验方法以及

在常规 GMP 要求之外增加了其他过程控制要求的，应明确阐述、

说明。 

注： 

1）列表明确关键工艺步骤及工艺参数的信息，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2）关键起始物料的来源、制备工艺（简单的工艺描述、合成路线图）、质量

标准和分析方法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请按现行版中国药典格式或其它适用格式规范整理关键起始物料的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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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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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涉及有关物质检查项的，应附杂质信息，包括结构式、分子式、分子量、化

学名称。 

3）关键中间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4）原料药的放行标准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如放行标准与注册标准一致，简单说明即可；如不完全一致，请列表对比放

行标准与注册标准的异同，对比内容应包括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突出显

示不一致之处。 

对于不同于注册标准的项目（包括分析方法及增订项目），请按现行版中国

药典格式提供规范的文字描述。无需赘述与注册标准一致的项目，简单说明即可。 

 

说明： 

1、进口制剂所用的原料药如不在中国市场销售，无需填写《化药原料药生

产工艺信息表》。 

2、物料、包材等的执行标准是指本原料药申请人的内控标准。表格中可填

写国家标准、药典标准、企业标准等，无需列出详细内容。 

3、请注意字体、格式与模板保持一致，页码请采用“第 XX页/共 XX页”的

格式。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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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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药制剂生产工艺信息表 

受 理 号：                     药品名称：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生产地址（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如产品的生产涉及到多个生产企业，请列表分别说明每个生产企业的名称、地

址以及职责） 

项目 内     容 

处方 按下表列出原料药、辅料（包括 pH值调节剂）的种类、用量。 

如已实施生产现场核查，请明确核查批次的具体批处方量；

如未实施生产现场核查，请明确工艺验证批次的批处方量。 

成分 每个制剂单位 

用量 

生产现场核查批

用量/工艺验证

批用量 

拟定商业生产

批 

用量（范围） 

规格 1 规格 2 规格 1 规格 2 规格 1 规格 2 

原料药  

原料药 1       

原料药 2       

-------       

辅料  

辅料 1       

辅料 2       

------       

总量       

批量 / /     

备注： 

1、在制剂制备过程中去除的物料（如溶剂、工艺助剂等）也

应列入处方中，并在处方下的备注中予以说明； 

2、过量投料情况请备注说明； 

3、惰性保护气体无需列入处方，但应备注说明； 

4、如投料涉及折干折纯，请明确计算方法。 

 

 

 

原

原 

料 

药 

名称 生产企业 执行标准 
登记号及登记

状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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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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料 
辅 

料 

名称/型号（如

适用） 
生产商 执行标准 

登记号及登记

状态 

    

    

    

直接接触

药品的包

材或容器 

名称 规格 生产商 执行标准 
登记号及登

记状态 

     

     

备注：必要时，请增加功能性组件的信息，如软袋包装大输液所

用的阻隔外袋。 

工艺流 

程图 

以各单元操作为依据，提供完整、直观、简洁的工艺流程图。

建议以附件的形式附于此表后。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信息的基本要求： 

1、提供完整的生产工艺。工艺描述应与工艺规程内容一致，

应能使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工艺描述可完整地重复生产

过程，并制得符合其质量标准的产品。建议以附件的形式附于此

表后。 

2、生产现场核查批次的生产应采用与商业生产一致的生产线

和生产设备。 

3、按生产现场核查规模或工艺验证规模提供生产工艺描述，

注明各步工序的规模范围以及成品率范围。 

4、按单元操作过程描述工艺，明确投料量或投料比、操作流

程、工艺参数和范围，生产过程质控的检测项目、方法及限度，

中间产品的检测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说明取样方式（根

据具体产品考虑）。 

5、在描述各单元操作时，注意： 

（1）结合剂型、工艺的特点，对各关键工艺步骤的操作进行

详细的描述。 

（2）对于不连续下个工序，应注明中间产品的存放条件及允

许存放时间。 

（3）以注射剂为例，应明确原辅料的预处理，直接接触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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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包装材料等的清洗、灭菌、除热原等操作；详细描述除菌/灭

菌的工艺过程及参数，包括装载方式、灭菌温度、灭菌时间和目

标F0值，初滤及精滤的滤材种类和孔径、过滤方式、滤液的温度与

压差、流速等；说明商业生产中对包装系统密封性的检查和控制

措施；请明确生产过程使用的塑料组件系统（如滤器、塑料软管

等）的生产厂、型号、材质等信息；请说明各关键生产阶段的时

间/保持时间。 

主要仪器 

设备 

列明主要生产设备的生产厂、设备类型（如操作原理）、生产

能力等信息。 

可以附件的形式附于此表后。 

备注 

生产工艺中如用到特殊仪器设备、操作方法、检验方法以及

在常规 GMP 要求之外增加了其他过程控制要求的，应明确阐述、

说明。 

注： 

1）列表明确关键工艺步骤及工艺参数的信息，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2）原辅料的内控标准和分析方法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对于原料药的内控标准，请按现行版中国药典格式规范整理。如原料药关联

申报或已有文号，请明确本文件中的内控标准与原料药注册标准的异同，如有差

异，请列表对比说明，对比内容应包括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突出显示不

一致之处，并给出不一致项目（包括分析方法及增订项目）的规范文字描述。 

对于辅料的内控标准，如执行现行版中国药典标准，仅需在表格的执行标准

中说明即可，无需列出详细内容；如与现行版中国药典标准不完全一致，请列表

对比辅料内控标准与现行版中国药典标准的异同，对比内容应包括项目、方法（类

型）及限度，突出显示不一致之处，对于不同于现行版中国药典标准的项目（包

括分析方法及增订项目），请按现行版中国药典格式提供规范的文字描述。 

对于进口制剂，所用原料药（如不在中国市场单独销售）的质量标准及分析

方法的格式可与申报资料保持一致。所用辅料的质量标准如与现行版 USP/EP 等

一致，仅需在表格的执行标准中说明即可，无需提供标准全文；如不完全一致，

请列表对比异同，对比内容应包括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突出显示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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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并给出不一致项目（包括分析方法及增订项目）的规范文字描述。 

3）关键中间产品（如适用）的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

件。 

4）制剂的放行标准作为生产工艺信息表附件。 

如放行标准与注册标准一致，简单说明即可；如不完全一致，请列表对比放

行标准与注册标准的异同，对比内容应包括项目、方法（类型）及限度，突出显

示不一致之处。对于不同于注册标准的项目（包括分析方法及增订项目），请按

现行版中国药典格式提供规范的文字描述，无需赘述与注册标准一致的项目，简

单说明即可。 

 

说明： 

1、原辅包的执行标准是指本制剂申请人的内控标准。表格中可填写国家标

准、药典标准、企业标准等，无需列出详细内容。 

2、请注意字体、格式与模板保持一致，页码请采用“第 XX页/共 XX页”的

格式。 

3、对于多规格产品，请申请人根据产品特点、生产工艺情况，考虑合并或

分别撰写各规格的工艺信息表。 

二、化学药品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黑体二号） 

 

药品注册标准（黑体一号） 

 

1、具体格式及规范描述请参照现行版中国药典。 

2、在制剂标准后增加【复核单位】（如适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原

料药标准后增加【复核单位】（如适用）和【生产企业】的信息。 

 

注： 

1、纸型：A4，此页不够时，另用 A4 型空白纸。 

2、标题：四号黑体；正文：五号宋体。 

3、页码请采用“第 XX页/共 XX页”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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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撰写指南 

 

一、治疗和预防用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通用格式 

二、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制造及检定规程通用格式 

三、生物制品药品注册标准通用格式 

四、文本格式要求 

五、撰写说明和注意事项 

 

 

 

一、治疗和预防用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通用格式 

核准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修订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药品通用名称+制造及检定规程 

通用名汉语拼音 

通用名英文名称 

品种基本信息简介，包括：专有名称、起始材料（适用时，如血浆、生物组

织、变应原等，修饰物如 PEG、化学或生物毒性成分（偶联）、放射性核素）、表

达体系（菌/毒种、细胞基质）、主要工艺步骤、佐剂名称（若有）。 

预防用生物制品格式举例：本品为×××，系用×××病毒/细菌接种××× 

细胞/培养基，经培养、收获、浓缩、纯化、灭活后，加入×××佐剂制成。含

×××等辅料。如果含防腐剂和抗生素，需注明。 

治疗用生物制品格式举例：本品为×××，系用×××种子（如重组工程菌、

病毒、工程细胞）/原材料（如血浆、修饰物、合成物）接种××× 培养基/投

料×××混均，经培养/提取/偶联/合成、收获、浓缩、纯化、灭活/处理后，加

入×××制成。含×××等辅料。如果含防腐剂和抗生素，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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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要求 

明确生产和检定用设施、原材料及辅料、水、器具等所遵循的规范，如国内

外 GMP、药典等。 

格式举例：生产和检定用设施、原材料及辅料、水、器具等应符合×××要

求。 

2  制造 

2.1 生产用（工程）细胞（如适用） 

2.1.1 名称及来源 

格式举例：生产用（工程）细胞为×××细胞，购自×××/由×××建立。

如适用，需介绍其遗传特性/构建过程。 

2.1.2 细胞库的构建 

描述细胞库建立及管理情况，明确各级细胞库及生产用细胞的具体代次（或

细胞龄）和限传代次（或限传细胞龄）。 

2.1.3 细胞库的检定 

逐项或列表明确检定项目名称、方法出处、合格标准（如按《欧洲药典》等

×××/《中国药典》现行版四部通则 1101 检查/公司内部检测方法，应×××）。

非药典收载方法，应在正文对方法进行概要性描述，并在附录中对企业自建质控

方法进行具体描述（可参考《中国药典》方法描述）。 

2.1.4 细胞库保存 

应明确保存条件。 

2.2 毒种/菌种（若适用） 

2.2.1 名称及来源 

格式举例：生产用毒种/菌种为×××，购自×××/由×××建立。若进行

了改造，需描述改造原理、具体过程及传代过程等。 

2.2.2 种子批的建立 

描述种子库建立及管理情况，明确各级种子库及疫苗的具体代次和限传代次。 

2.2.3 种子批检定 

逐项或列表明确检定项目名称、方法出处、合格标准（如按《欧洲药典》等

×××/《中国药典》现行版四部通则 1101 检查/公司内部检测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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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非药典收载方法，应在正文对方法进行概要性描述，并在附录中对企业自建质控

方法进行具体描述（可参考《中国药典》方法描述）。 

2.2.4 毒种/菌种保存 

应明确保存条件。 

2.3 生产用关键原材料 

对生产用毒种/菌种、细胞之外的其他原材料，需提供关键原材料的名称、

来源（生产商）、级别、质量标准等，质量标准如符合药典标准，注明药典版本；

如为企业标准，应提供具体标准。 

2.4 原液 

按照工艺流程逐项描述工艺操作、过程控制、中间产物检定、中间产物保存

等步骤，工艺步骤描述中应纳入生产规模、主要工艺参数和控制范围。生产规模、

工艺参数和控制范围应为经过验证的范围。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疫苗产品： 

（1）联合疫苗，建议将各型原液制造及检定要求以成品制造及检定规程附

录形式撰写。多价疫苗，应明确各型原液的主要工艺参数，对于工艺路线或生产

参数相近的型别可合并描述。 

（2）涉及细胞培养的疫苗，说明细胞制备及对照细胞培养、检定情况。 

生产用细胞制备方面，明确从工作细胞开启到接种前的细胞培养传代过程、

主要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如培养温度、pH、溶氧、培养时间、微载体浓度、搅

拌速度、扩增次数、传代比例、传代周期、代次、培养规模、细胞群体倍增水平、

细胞密度、工序暂停时间、诱导表达时间、诱导剂浓度等。 

关于对照细胞，明确培养容器、培养条件、检定项目。 

（3）明确培养基/培养液中血清、抗生素及其他添加成分的使用情况，培养

基/培养液的主要组分及配制应纳入规程附录。 

（4）明确菌/毒种扩增、收获、有效成分分离及纯化等每步工艺的名称、主

要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如病毒接种的 MOI 及培养的主要工艺参数；层析纯化工

艺介质类型及层析柱相关主要参数，样品上样、平衡、洗脱等步骤的主要工艺参

数，收峰条件/收集范围等；滤器或超滤膜截留值、使用缓冲液组分等；灭活或

裂解工艺中的总蛋白浓度、灭活剂/裂解剂浓度和灭活/裂解时间；病毒样颗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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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和重聚的主要工艺参数；多糖类疫苗及多糖蛋白结合疫苗，其多糖及蛋白载体

纯化、活化、结合等工艺步骤的主要工艺参数等。 

（5）按照《中国药典》要求，建议原液及其他中间产物的检定，统一列入

“3、检定”项的对应栏目，具体描述为“按×××项进行”。 

（6）原液及其他中间产物如需暂存，应明确保存条件和期限。 

重组表达类产品： 

（1）发酵/培养工艺应明确发酵/培养模式、规模、培养基，提供主要工艺

参数（如温度、pH 值、搅拌速度、通气、溶氧等）、过程控制要求（如细胞/菌

密度、活率、诱导表达条件、微生物污染监测等、培养物检定）、培养周期、培

养终点、收获条件等。 

（2）纯化工艺应明确分离原理、纯化介质的类型、填料载量、柱高、流速、

缓冲液、洗脱液、收峰条件等。 

（3）原液及不连续工序所涉中间体的保存，应明确保存条件和期限。 

化学偶联修饰的制品，还需提供偶联步骤主要工艺参数，如蛋白和小分子化

合物等偶联反应底物比例、反应温度、搅拌参数、时间等。 

血液制品、真核细胞表达的重组制品、动植物为媒介表达的制品以及从动植

物组织中提取的制品，还应明确病毒灭活/去除关键工艺步骤的工艺参数。 

基因治疗、细胞治疗产品：按照质粒、病毒、细胞分类描述细胞治疗产品的

制检规程。 

2.5 半成品（如适用） 

2.5.1 配制 

提供确定的制剂批处方、辅料预制过程、半成品配制方法、主要工艺参数及

控制范围，批处方及配制过程中应明确活性成分、辅料、佐剂（如适用）的配制

点。应明确配制规模。如涉及佐剂吸附、调整 pH 值等，应明确配制过程的工艺

参数及控制范围。 

将生产用辅料的名称、级别、质量标准、来源等以表格形式纳入规程附录。 

2.5.2 半成品检定 

按×××项进行。 

2.6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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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6.1 分批 

详述中间产物、原液、成品间的批次对应关系；有无亚批、合批、分批及批

次对应情况。 

2.6.2 分装/分装及冻干 

明确所遵循的规范。格式举例：应符合《中国药典》“生物制品 分包装及

贮运管理”/《欧洲药典》×××的规定。应明确分装规模。应明确分装主要工

艺参数，如分装装量等。如涉及冻干工艺过程，应明确生产规模、设备条件、冻

干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等主要工艺参数及控制要求。 

2.6.3 规格 

格式举例： 

西林瓶装注射剂型：xxx mg（xxx ml）/瓶 

预充式注射器装：xxx mg（xxx ml）/支 

冻干剂型：xxx mg（xxx IU）/瓶 

2.6.4 包装 

明确所遵循的规范。 

格式举例：应符合《中国药典》“生物制品分包装及贮运管理”/《欧洲药

典》×××的规定。 

说明本品所用的包装系统，包括包装盒内的所有组件。所选择包装系统的来

源和质量标准以附录形式提供。 

3  检定 

应结合企业实际检定要求撰写，包括原液、半成品（如适用）、成品检测项

目、质量标准（放行及货架期，如适用）和分析方法。 

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逐项明确检定项目名称、方法出处、合格标准（如

按《欧洲药典》×××/《中国药典》现行版四部通则 1101 检查/公司内部检测

方法，应×××）。非药典收载方法，应在正文对方法进行简单描述，并在附录

中对自建质控方法进行具体描述。（2）在储存期易发生变化的指标，应明确放行

标准和货架期标准。 

4  保存、运输及有效期 

于×××℃避光保存和运输。自生产之日起，有效期×××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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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企业信息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和地址： 

原液生产、检定厂名称和地址：生产地址应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成品生产、检定厂名称和地址：生产地址应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稀释剂生产、检定厂名称和地址：生产地址应具体到厂房/车间、生产线。 

成品包装、检定厂名称和地址。 

6  附录 

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主要仪器设备：列表提供主要生产设备的名称、型号、生产厂、设备

关键参数等。 

（2）生产用关键原材料及辅料：列表提供名称、级别、质量标准、来源（生

产商）等。 

（3）稀释剂、佐剂、修饰产品的小分子部分等，如为自制，纳入生产工艺

和质量标准；如为外购，纳入生产商和质量标准。 

（4）包装系统的组件、来源（生产商）及质量标准。 

（5）培养基的主要组分及配制。 

（6）自建关键质控方法操作描述（一般包括检测目的、原理、试验材料、

主要仪器设备、操作步骤、结果计算、合格标准、典型图谱（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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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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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制造及检定规程通用格式 

核准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修订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体外诊断试剂通用名称+制造及检定规程 

通用名汉语拼音 

通用名英文名 

 

品种基本信息包括：方法原理、测定样本（如血清、血浆等）中的抗原（或

抗体、核酸等）、主要组成成份（如微孔版、标准品或校准品和质控品或对照品、

内标、清洗液等）等。 

1  基本要求 

生产和检定用设施、原材料及辅料、水、器具等所遵循的规范，如国内外

GMP、药典等。 

2  制造 

2.1 专用原材料 

放射性核素标记产品：固相载体、抗原、抗体、放射性核素等。 

基于免疫学方法产品：固相载体、显色系统、抗原、抗体等。 

对病原微生物核酸检测产品：引物、探针、酶、dNTP、核酸提取分离/纯化

系统、显色系统等。 

标准品或校准品、质控品（或对照品）、内标及企业参考品等。 

明确注明上述专用原材料的来源及其质量标准。 

对于自制的专用原材料，描述制备方法。 

2.2 制备程序 

放射性核素标记产品：固相载体的包被、放射性核素的标记工艺。 

基于免疫学方法产品：包括固相载体的包被、显色系统制备工艺。 

病原微生物核酸检测产品：核酸分离/纯化工艺、扩增反应、检测系统制备

工艺。 

描述标准品或校准品、质控品（或对照品）、内标及企业参考品等的制备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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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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定量标准品或校准品、内标及企业参考品的标定、溯源。 

2.3 半成品检定 

半成品检定用样品及合格标准，如采用国家标准品或企业参考品等。 

2.4 成品 

2.4.1 分批 

分批原则。 

2.4.2 分装与冻干 

2.4.3 规格 

批准的规格。 

2.4.4 包装 

批准的规格。 

3  检定 

说明成品检定用样品及合格标准，如采用国家标准品或企业参考品等。 

4  保存及有效期 

5  生产企业信息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和地址： 

生产、放行检定厂名称和地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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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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制品药品注册标准通用格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注册标准 

                                                    标准号：  

 

 

通用名 

Pin Yin 

English name 

 

概述（与制造及检定规程一致） 

本注册标准包括原液检定（如适用）、半成品检定（如适用）及成品检定。 

1 原液检定（如适用） 

1.1 鉴别  

1.1.1 肽图 

采用 RP-HPLC 法检测（附录 XXX），供试品图谱应与参比品一致。 

…… 

 

2 半成品检定（如适用） 

3 成品检定 

 

4 稀释剂检定 如有，需纳入；如果符合中国药典标准只说明符合 XXX即可。 

可参考《中国药典》现行版各论中“4.稀释剂”项下的表述。 

【规格】 

格式举例： 

西林瓶装注射剂型：xxx mg（xxx ml）/瓶 

预充式注射器装：xxx mg（xxx ml）/支 

冻干剂型：xxx mg（xxx IU）/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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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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说明本品所用的包装系统，包括包装盒内的所有组件。 

【保存、运输及有效期】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附录 

附录 1  

附录 2  

附录 3 

…… 

如含有稀释剂或佐剂，以附录形式提供质量标准，并列明来源（自制或外购

生产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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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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示例） 

XXXX品种纯度检测 

1. 检验目的和原理 

本法系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XXXXX的纯度。原理是XXX 

2. 材料和设备 

2.1 试剂和材料 

流动相：XXXXX 

参比品：XXXXXXXX 

…… 

2.2 主要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 

…… 

3. 操作步骤 

3.1  操作参数：流速XXXX，检测波长XXXX，洗脱时间XXXX，进样量：XXXXX 

3.2  系统平衡：使用流动相，XXXXXX，将系统平衡至基线稳定。 

3.3  系统适用性测试：XXXXXX，依据操作参数运行。 

3.4  系统适用性接受标准：XXXXXXX。 

3.5  依据操作参数运行供试品，XXXXXXXXX。 

4.  实验成立条件（如适用） 

4.1  通过系统适用性测试 

4.2  目标峰滞留时间XXXXXX 

5. 结果计算 

5.1  样品图谱使用XXXXX法计算目标峰面积及杂质峰面积。 

纯度=XXXXXXXXXXX 

5.2  XXXXXXXXXXXXXXXXX。 

6. 合格标准 

XXXXXXXX纯度应不低于XXXXXXXXXXXXXX。 

7. 典型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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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附录 2（示例） 

XXXX品种宿主细胞蛋白质残留量检测 

1. 检验目的和原理 

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供试品中的宿主细胞蛋白质残留量，以参考品为标准，

采用直线回归法计算。原理是XXX。 

2. 材料和设备 

2.1 试剂和材料 

2.1.1  检验试剂 

XXXX检测试剂盒为XXXXX来源 

XXXX标准品为XXXXX来源 

2.2.2  供试品 

XXXX品种纯化液 

XXXX品种 

2.2 主要设备 

酶标仪 

3. 操作步骤 

3.1  稀释 

3.1.1 标准品稀释：标准品按XXXXX浓度稀释。 

3.1.2 供试品稀释：在标准曲线范围内，对样品进行适当稀释。 

3.2  取出XXXXXXX96孔板。加入供试品、内控品，各平行两孔，XXXXμl/孔。

两孔加入供试品稀释液作为空白对照，XXXXμl/孔。将96孔板在37℃恒温水浴箱

孵育X小时。 

3.3  取出96孔板，去除液体，再加入工作浓度洗涤液洗涤板，XXXXμl/孔，

轻柔震荡后，甩出里面的液体，拍干。重复洗涤五次。 

3.4  用酶标记物稀释液复溶XXXX酶标记物至XXXXml，混匀。加入各反应孔，

XXXXμl/孔，空白孔除外，37℃恒温水浴箱孵育X小时。每孔加入XXXXμl洗涤液，

轻柔震荡后，去除液体，拍干。重复洗涤五次。 

3.5  每孔加入底物液A和底物液B各XXXXμl，轻柔震荡，37℃避光孵育X分

钟。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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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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每孔加入终止液XXXXμl，轻柔震荡混匀。X分钟内用酶标仪于XXX nm

波长下读数。 

4．结果判定 

实验结果须满足以下有效参数为成立：XXXXXXXXXXXXXXX范围内。 

5. 结果计算 

将样品的OD值代入直线回归方程，再乘以其稀释倍数，计算样品中的蛋白质

残留。 

6. 合格标准 

XXXXXX：应不高于XXXXX。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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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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示例） 

XXXXX生物学活性检测 

1. 检验目的和原理 

本法系 XXXXX 法测定 XXXXX的生物学活性。原理是 XXX。 

2. 材料和设备 

    2.1 试剂和材料 

试剂盒 XXXXX，来源 XXXXX。 

标准品为 XXXXX，来源 XXXXX。 

细胞株：XXXXX。 

培养基：XXXXX。 

缓冲液：XXXXX。 

样品稀释液：XXXXX。 

2.2 设备 

    净化工作台…… 

3. 操作步骤 

3.1. 细胞培养：XXXXX细胞 XXXXX 培养液于 X ℃，XCO2培养箱中传代培

养。 

3.2. 制备细胞悬液：取 XXXXX细胞，弃去培养上清，吸取 XXXXX清洗残

余的培养基，XXXXX 无菌离心管中离心，XXXXX弃上清，用 XXXXX 培养液调整细

胞浓度至 XXXXX个细胞。 

3.3. 接种细胞：将上述细胞悬液混匀后，以 XXXXX孔加到 96孔细胞培养

板中，置于 XXXXX 培养箱中培养 XXXXX h。 

3.4. 样品及标准品处理：取 XXXXX 标准品，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溶解并

稀释到 XXXXX mg/ml，混匀。用样品稀释液逐级稀释待测样品和标准品，以 XXXXX 

μg/ml 作为上样起始浓度，XXXXX倍系列稀释，稀释 XXXXX个浓度梯度。 

3.5. 加样：弃上清，将稀释好的待测样品和标准品加入 96 孔细胞培养板

中，XXXXXμl/孔。置于 XXXXX培养箱中培养 XXXXX分钟。 

3.6. XXXXX 检测（按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 

用酶标仪进行读数，以波长 570 nm为参比波长，测定在 450 nm 处的 OD值。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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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判定 

实验结果须满足以下有效参数为成立： 

4.1. 四参数曲线近似“S”形。 

4.2. 四参数曲线相关系数（R2）值大于 XX。 

4.3. 上平台点数不少于 XX个，下平台点数不少于 XX。 

5. 结果计算 

5.1. 采用计算机程序或四参数回归计算法进行处理，以待测样品或标准

品的浓度对应的稀释倍数为横坐标，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计算样品和标准品的

半效稀释倍数。 

代入以下公式计算样品的生物学活性：XXXXX 

6. 合格标准 

生物学活性：应为标示量的 XXXXX或结果应为 XXX U。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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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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格式要求 

文本格式要求 

 

（一）标题 

制造及检定规程标题使用黑体字体，四号，加粗，居中，1.5 倍行距；英文、

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 

药品注册标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使用黑体二号字，加粗，居中，单倍

行距，段前空 0.5 行；“药品注册标准”使用黑体小二号字，加粗，居中，单倍

行距，段前空 0.5 行。“标准号”加粗，右对齐，单倍行距，段前空 1 行，中文

为宋体，小四号；英文、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

横线长 16cm，粗 0.75 磅，水平居中，垂直距离页边距 3.28cm。通用名：汉字使

用宋体，四号，居中，1.5倍行距；拼音和英文名使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

居中，1.5倍行距加粗。 

（二）正文 

正文内容均为 1.5倍间距，首行缩进 2个字符，中文使用宋体，小四；英文、

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 

文中结构层次序数依次使用“1”、“1.1”标注；一级标题加粗。当各级标

题单独成行时，结尾不使用标点符号。 

（三）附录 

如果附录超过 3个，需提供附录目录，并按照“附录 1”、“附录 2” ……

进行编码，字体和字号与正文一致，编号与正文中的附录编号相对应。 

（四）其他要求 

表格：宋体（Times New Roman），五号字，单倍行距；表头和表格居中。 

页边距：普通（上下 2.54cm，左右 3.18cm）。页码：以“第 X页/共 X页” 处

于页面底端居中，小五号字。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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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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撰写说明和注意事项 

1. 生物制品以制造及检定规程形式撰写生产工艺。请参照现行版《中国药

典》通则、总论、各论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生产工艺和检定要求撰写。本文所

述通用格式是一个指导性通用模板，对于此通用格式未涵盖的特殊情况，请根据

实际工艺撰写，提供完整、准确、真实的信息。 

2. 药品注册标准应参照现行版《中国药典》通则、总论、各论相关要求及

规范用语撰写。以附录形式提供药典未收载的检定方法；如果药品注册标准已经

中检院核定，所附的方法按照中检院核定标准中的方法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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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及时提交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年度报告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bb4998a078be19bcdfc14be15d077e8 发布日期:2021 年 07 月 22 日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作有关事宜的公告》（2019年第 56号）公告

第十五条规定“标识为‘A’的原料药发生技术变更的，按照现行药品注册管理有关规定提交变更申请，经批

准后实施。原料药的其他变更、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的变更应及时在登记平台更新信息，并在每年第一季度提

交的上一年年度报告中汇总。” 

  考虑到部分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生产企业因疫情原因没有按时提交年度报告，为鼓励企业复工复

产，经请示国家局，现开放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年度报告提交时间。关于恢复年度报告提交时间限制

事宜，将另行告知。 

  特此通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7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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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bb4998a078be19bcdfc14be15d077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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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51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723172249180.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7月 23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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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7月 2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51号通告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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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723172249180.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2703215759900879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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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三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1  他克莫司注射液 Tacrolimus injection 1ml:5mg 
Astellas Pharma Co.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2  利福昔明片 
Rifaximin Tabiels/ 

Xifaxan 
200mg Alfasigma S.p.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3  

脂肪乳（20%）/ 
氨基酸（15）/ 葡

萄糖（30%）注射
液 

Lipid Emulsion（20%）
/Amino Acids（15）and 

Glucose（30%）
Injection/ Clinomel 

1000ml[脂肪乳注射
液（20%）200ml；复

方氨基酸

（8.5%,15AA）注射液
400ml；葡萄糖注射液

（30%）400ml] 

BAXTER S.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4  

脂肪乳（20%）/ 
氨基酸（15）/ 葡
萄糖（30%）注射

液 

Lipid Emulsion（20%）
/Amino Acids（15）and 

Glucose（30%）
Injection/ Clinomel 

1500ml[脂肪乳注射
液（20%）300ml；复
方氨基酸（8.5%，

15AA）注射液 600ml；
葡萄糖注射液（30%）

600ml] 

BAXTER S.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5  
左甲状腺素钠口

服溶液 

Levothyroxine Sodium 
Oral Solution 
/Thyquidity 

100µg/5ml EMP LEVO US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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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6  
氯巴占口服混悬

液 
Clobazam Oral 

Suspension/ Onfi 
2.5mg/ml

（120ml:300mg） 

Lundbeck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7  雌二醇片 Estradiol Tablets 1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8  
盐酸丙美卡因滴

眼液 

Proparaca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 
0.5%（15ml） Akorn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9  
法莫替丁氯化钠

注射液 
Famotidin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0.4mg/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ration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10  
骨化三醇口服溶

液 

Calcitriol Oral 

Solution 
15ml:15μg 

Validus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11  
秋水仙碱口服溶

液 
Colchicine Oral 

Solution/ Gloperba 
0.6mg/5ml 

Avion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12  
枸橼酸西地那非

干混悬剂 
Sildenafil Sitrate 
For Oral Suspension 

10mg/mL Upjohn EES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13  
预充式甲氨蝶呤

注射液 

Methotrexate Disodium 

Solution For 
Injection In 
Pre-Filled 

Syringe/Metoject、
Metex 

50mg/ml 

medac Gesellschaft 
für klinische 

Spezialpräparate 

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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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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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14  恩扎卢胺片 Enzalutamide Tablets 80mg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5  酮洛芬凝胶贴膏 Ketoprofen Cataplasms 30mg,10cm×14cm 久光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6  
盐酸替扎尼定颗

粒 

Tizanidine 
Hydrochloride 

Granules / Ternelin 

0.2%（1g颗粒含替扎
尼定 2mg） 

サン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7  度米芬含片 
Domiphen bromide 

Buccal Tablets/Oradol 
0.5mg 

武田テバ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8  匹可硫酸钠片 
Sodium Picosulfate 
Tablets/ラキソベロン

錠 2.5mg 
2.5mg 

帝人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19  酮康唑乳膏 Ketoconazole Cream 2%，30g/支 Janssen-Cilag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3-20  左西孟旦注射液 
Levosimendan 
Injection 

5ml:12.5mg Orion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3-21  
盐酸艾司洛尔氯
化钠注射液 

Esmolol Hydrochlorid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100ml:盐酸艾司洛尔
2g与氯化钠 0.41g 

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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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3-22  钆贝葡胺注射液 
Gadobenate 

Dimeglumine Injection 
10.58GM/20ML
（529MG/ML） 

Bracco Diagnostic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3  注射用右雷佐生 
Dexrazoxane for 
Injection/Totect 

500mg Clini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4  来那度胺胶囊 
Lenalidomide 

Capsules/Revlimid 
10mg 

Celgen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5  来那度胺胶囊 
Lenalidomide 

Capsules/Revlimid 
25mg 

Celgen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6  
依非韦伦拉米夫
定替诺福韦片 

Efavirenz Lamivudine 
and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Tablets/Symfi 

每片含依非韦伦
600mg、拉米夫定

300mg和富马酸替诺
福韦二吡呋酯 300mg 

Mylan Laboratorie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7  氯化钾口服溶液 
Potassium Chloride 

Oral Solution 
20mEq/15ml 
（473ml） 

Genus Life Scienc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3-28  雷米普利片 
Ramipril Tablets/ 

Tritace 
2.5mg Sanofi Belgium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29  雷米普利片 
Ramipril Tablets/ 

Tritace 
5mg Sanofi Belgium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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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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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0  
盐酸阿莫罗芬搽

剂 

Amorolfine 
Hydrochloride 

Liniment 
0.05% 

Galderma 
Internationa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1  
多种油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 

10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2  
多种油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 
5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3  
多种油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 
25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4  
多种油脂肪乳注
射液（C6～24） 

Multi-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C6～24） 
100 ml Fresenius Kabi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5  
膀胱灌注用盐酸
氨酮戊酸己酯及

专用溶剂 

Hexaminolevulinate 
Hydrochloride Powder 

And Solvent For 
Intravesical 

Solution/Hexvix 

85mg Ipsen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3-36  
地夸磷索钠滴眼

液 
Diquafosol Sodium Eye 

Drops/Diquas 
3%（5ml:150mg） 参天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37  
硫糖铝口服混悬

液 
Su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Ulcerlmin 
10ml:1g（10%） 

富士化学工业株式会
社 

未进口的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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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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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8  
匹可硫酸钠口服

溶液 

Sodium Picosulfate 
Oral 

Solution/Laxoberon 
7.5mg/ml Sanofi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3-39  氯巴占片 
Clobazam 

Tablets/Frisium 
10mg Aventis Pharma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10-86 利鲁唑片 
Riluzole 

Tablets/RILUTEK 
50mg 

Aventis Pharma S.A. 
/Sanofi Mature IP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
后持证商
Sanofi 

Mature IP 

10-10
6 

马来酸咪达唑仑
片 

Midazolam Maleate 
Tablets/Dormicum 

15mg（按 C18H13C1FN3

计）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Roche Pharma 
（Schweiz） 

AG/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
后持证商

Roche Pharma 
（Schweiz）
AG/CHEPLAPHA

RM 
Arzneimittel 

GmbH 

16-12 阿苯达唑片 
Albendazole Tablets/

史克肠虫清 
0.2g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
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持证商勘误为
中美天津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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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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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 
注射用唑来膦酸

浓溶液 

Zoledronic Acid 
Concentrated Solution 

for Injection/Zometa 

5ml:4mg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
后持证商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备注 

1.目录中所列尚未在国内上市品种的通用名、剂型等，以药典委核准的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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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蔗糖硬脂酸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1.jhtml                时间: 2021-07-26 

 

我委拟修订蔗糖硬脂酸酯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

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

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

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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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7月 26日 

 

 

 

 

 

附件： 蔗糖硬脂酸酯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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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D1/wKgBcWD6cTqAMZQ_AAWqdbHnExc976.pdf?token=1d4f2dfd3d199fd56bc2ec7599aec011&ts=1627025895


 

 附件：蔗糖硬脂酸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蔗糖硬脂酸酯 

Zhengtang Yingzhisuanzhi 

Sucrose Stearate 

 

 本品为蔗糖的硬脂酸酯混合物，由植物来源的硬脂酸甲酯和蔗糖反应制得。脂肪酸甲酯化工艺

中有蒸馏步骤。按单酯、二酯、三酯及以上的多酯的相对含量，分为Ia、Ib、II、III四种型号，

应分别符合下表中的规定。 

 类型 单酯（%）  二酯（%）  三酯及以上的

多酯（%）  

Ia ≥65.0  ≤30.0  ≤15.0  

Ib 50.0~65.0  ≤40.0  ≤25.0  

II 20.0~45.0  30.0~50.0  ≤30.0  

III 15.0~25.0  30.0~45.0  35.0~50.0  

【性状】本品为白色至类白色粉末。无臭或略有臭。 

本品在热的正丁醇、三氯甲烷或四氢呋喃中溶解，在水中极微溶解。  

酸值 取本品3g，精密称定，置250ml锥形瓶中，加异丙醇-水（2:1）混合液[临用前加酚酞指示

液1.0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调至微显粉红色]50ml，微热使溶解，依法测定（通

则0713），酸值应不大于6.0。  

【鉴别】（1）取本品0.5g，加正丁醇20ml与5%氯化钠溶液20ml的混合液（预热至40~60℃），

振摇使溶解，静置，分去水层，正丁醇层再用5%氯化钠溶液40ml（预热至40~60℃）分2次洗涤，

取正丁醇层约2ml，置试管中，倾斜试管，沿壁缓缓加蒽酮试液约3ml至形成层状，置60℃水浴

加热3分钟，在两液层接触面处出现蓝色至绿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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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硬脂酸甲酯峰的保留时

间应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游离蔗糖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稀释液[四氢呋喃-水(87.5:12.5)]溶解并定量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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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制成每1ml中约含50mg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取蔗糖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分别加稀释液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1ml中约含0.2mg、0.5mg、

1.0mg、2.0mg和2.5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0512）测定，用氨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0.001%（g/ml）醋酸铵的

乙腈溶液为流动相A，以0.001%（g/ml）醋酸铵的四氢呋喃-水（90:10）溶液为流动相B；按下

表进行线性梯度洗脱；用蒸发光散射器检测（参考条件：漂移管温度45℃，载气流速为每分钟

2.0L）。 

取浓度最低的对照品溶液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蔗糖峰的信噪比应大于10， 

各相邻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再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

谱图，以对照品溶液浓度的对数值与相应峰面积的对数值计算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r）应不小于0.99。

用线性回归方程计算供试品中游离蔗糖的含量，不得过4.0%。                                          

时间（分钟） 流动相A（%） 流动相B（%） 流速（ml/min） 

0 100 0 1.0 

1 100 0 1.0 

9 0 100 1.0 

16 0 100 1.0 

16.01 0 100 2.5 

38 0 100 2.5 

39 100 0 2.5 

42 100 0 1.0 

                                                                             

干燥失重 

水分 取本品0.5g，照水分测定法（通则0832第一法1）测定，含水分不得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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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测定（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

二十。  

砷盐 取本品2.0g，加硫酸与硝酸各5ml，缓缓加热至沸，并不断滴加硝酸，每次2~3ml，直至溶

液为无色或淡黄色，放冷，加饱和草酸铵溶液15ml，加热至冒浓烟，浓缩至2~3ml，放冷，加水

至25ml，依法检查（通则0822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1%）。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0.1g，依法测定（通则0713）；分别取月桂酸甲酯、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

甲酯、硬脂酸甲酯适量，加正庚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各约含0.1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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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含月桂酸和肉豆蔻酸均不得过3.0%，棕榈酸应为25.0%~40.0%，硬脂

酸应为55.0%~75.0%，棕榈酸与硬脂酸总量不得少于90.0%。 

含单酯量 

【含量测定】照分子排阻色谱法（通则0514）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为填充剂（7.8mm×30cm，5μm的两根

色谱柱串联或效能相当的色谱柱）；以四氢呋喃为流动相；示差折光检测器。出峰顺序依次为

三酯及以上的多酯、二酯与单酯，二酯峰与单酯峰之间的分离度不得小于1.2，单酯峰与硬脂酸

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测定法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1ml中约含15mg的溶液，作为

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列公式分别计算单酯、二酯、

三酯及以上的多酯含量。 

 

式中A为游离蔗糖项下测定结果，%； 

B为水分项下测定结果，%； 

D为游离脂肪酸计算结果，%； 

X为单酯峰面积； 

Y为二酯峰面积； 

Z为三酯及以上的多酯峰面积之和。 

【类别】药用辅料，增溶剂、乳化剂和润滑剂等。 

【贮藏】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标示】应标明本品类型。 

                                                                                           

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联系电话：021-38839900-2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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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核单位：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积极参与单位：浙江合糖科技有限公司 

 

 

 

 

蔗糖硬脂酸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本品标准收载于英国药典2021年版/欧洲药典10.0版（BP/EP）、美国药典2021版（USP）和中国

药典2020年版（ChP）中。此次根据药用辅料的特点，参考BP/EP和USP，对ChP标准进行修订。 

一、修订制法、分型与含量限度 

1、修订制法 

根据企业的生产工艺，参照BP/EP和USP对制法进行修订。 

2、修订分型与含量限度 

根据国内外上市制剂中该辅料应用情况，将本品分为Ⅰa、Ⅰb、Ⅱ、Ⅲ四种型号，其中Ⅰa对应

原来的S-15，Ⅰb对应原来的S-11，Ⅱ对应原来的S-7，Ⅲ对应原来的S-3，并将Ⅱ型的二酯限度

制为“30.0%～50.0%”，较国外药典Ⅱ型的二酯限度“30.0%～40.0%”稍宽，单酯和多酯的限

度与国外药典的Ⅱ型保持一致；对Ⅰb的单酯含量设置了上限65.0%，二酯和多酯的含量限度与

国外药典的Ⅰ型保持一致；Ⅰa是比国外药典多出来的一种型号，单酯含量更高，限度与现行版

中国药典保持一致，为≥65.0%，二酯和多酯的含量限度分别订为≤30.0%和≤15.0%；Ⅲ型的单

酯、二酯和多酯限度均与国外药典的Ⅲ型保持一致，具体见表1。 

表1分型与含量限度标准比较表 

标准 型号 单酯（%） 二酯（%） 三酯及以上

的多酯（%） 

ChP2020 S-15 ≥65 / / 

S-11 45～64 / / 

S-7 25～44 / / 

S-3 0～24 / / 

EP10.0/BP20 Ⅰ ≥50.0 ≤4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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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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2021仅

有Ⅰ和Ⅱ型） 

Ⅱ 20.0～45.0 30.0～40.0 ≤30.0 

Ⅲ 15.0～25.0 30.0～45.0 35.0～50.0 

拟订标准 Ⅰa ≥65.0 ≤30.0 ≤15.0 

Ⅰb 50.0～65.0 ≤40.0 ≤25.0 

Ⅱ 20.0～45.0 30.0～50.0 ≤30.0 

Ⅲ 15.0～25.0 30.0～45.0 35.0～50.0 

注：表格中加粗部分为与国外药典有区别的地方 

二、修订性状项 

1、修订外观 

根据征集到的各企业样品的性状，参照USP修订为“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2、修订溶解度 

考虑到热的正丁醇操作时易挥发而造成对实验人员的危害，故删除在热的正丁醇中的溶解度。 

3、修订酸值 

参照BP/EP修订方法和限度。 

三、修订检查项 

1、修订游离蔗糖 

由于征集到的部分样品实测游离蔗糖峰面积低于标准曲线最低浓度点0.25mg/ml相应峰面积，故

将现行标准中的灵敏度溶液浓度0.20mg/ml加入标曲进行计算。并对标准中的文字表述进行规范。 

2、将干燥失重修订为水分 

本项目BP/EP和USP均有收载，方法和限度一致，而ChP测定的是干燥失重，未收载水分项。考虑

到辅料标准的国际协调，故参考BP/EP和USP将干燥失重修订为水分。同时，由于样品中水分的

测定值较低，如果按照国外药典0.20g的取样量，消耗费休氏试剂的体积不在中国药典规定的

1~5ml范围内，故将取样量调整至0.5g。 

3、修订脂肪酸组成 

参照ChP通则0713中脂肪与脂肪油测定法修订实验方法，参照BP/EP和USP修订棕榈酸和硬脂酸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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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四、修订含量测定 

参照BP/EP和USP修订实验方法，但计算方法与国外药典有差异。为确保计算公式的正确性，规

定：单酯峰与硬脂酸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五、增订标示 

参照BP/EP和USP增加标示。 

六、修订类别 

参考USP，对类别进行补充，增加“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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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共聚维酮药用辅料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4.jhtml               时间: 2021-07-28 

 

我委拟修订共聚维酮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

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

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

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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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7月 28日 

 

附件： 共聚维酮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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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4.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D1/wKgBcWD-FaaAXDmcAAM7EFxRh8M108.pdf?token=496030c92f138a345e6b91acafa15d24&ts=1627264594


 2021 年 7 月 

 

 

附件：共聚维酮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部/页码 标准名称 原文内容 修订为 

《 中 国

药 典 》

（ 2020

年版）四

部655页 

共聚维酮 按无水物计算，含氮

（N）量应为…… 

【检查】 

K 值 

取本品 1.00g（按无水

物计算），…… 

W为供试品的重量（按

无水物计算），…… 

m为取样量（按无水物

计算），…… 

过氧化物 

取本品 4.0g（按无水

物计算），…… 

按干燥品计算，含氮

（N）量应为…… 

【检查】 

K 值 

取本品1.00g（按干燥

品计算），…… 

W为供试品的重量（按

干燥品计算），…… 

m为取样量（按干燥品

计算），…… 

过氧化物 

取本品 4.0g（按干燥

品计算），…… 

 

 

共聚维酮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起草说明 

    因标准中要求测定干燥失重，故将标准中“按无水物计算”统一改为“按干燥品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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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3.jhtml              时间: 2021-07-28 

 

我委拟修订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修

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请认

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

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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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7月 28日 

 

 

附件：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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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3.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D1/wKgBcWD-GYiASHOvAAJKYLeK2uU134.pdf?token=c9dce690e75b268c299fa2835f4bb379&ts=1627265588


 

 

 附件：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部/页码 标准名称 原文内容 修订为 

《中国药典》

（2020年版）四

部596页 

三氯蔗糖 

本品为 1,6-二

氯-1,6-二脱氧

-β-D- 呋 喃 果

糖 -4-氯 -4-脱

氧 -α-D- 呋 喃

半乳糖苷。按干

燥品计算，含

C12H19Cl3O8 应 为

98.0% ～

102.0%。 

本品为 1,6-二

氯-1,6-二脱氧

-β-D- 呋 喃 果

糖基 -4-氯 -4-

脱 氧 -α-D- 吡

喃半乳糖苷。按

无水物计算，含

C12H19Cl3O8 应 为

98.0% ～

102.0%。 

 

 三氯蔗糖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起草说明 

根据命名原则，参考美国药典和马丁戴尔大药典，修订本品定义。 

因标准中要求测定水分，故将标准中“按干燥品计算”统一改为“按无水物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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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原文：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532e20800a47415d84adf3797b0f4869 发布日

期:2021 年 07 月 28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委药具管理中心、卫生发展中心（国家药

物和卫生技术综合评估中心），国家心血管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的决策部署，促进药品回归临床价值，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卫药政函〔2019〕80 号）

的工作部署，我委组织制定了《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理指南（2021年版 试行）》（以下简称《管理指

南》）。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执行，并就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不断深化对药品临床综合评价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组织指导和统筹协调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是药品供应保障决策的重要技术工具。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以药品临床价值为导向，引导和推动相关主体规范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持续推动药品临床

综合评价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同质化，助力提高药事服务质量，保障临床基本用药的供应与

合理使用，更好地服务国家药物政策决策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按职责统筹组织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推动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国家药品临床综

合评价体系建设，主要指导相关技术机构或受委托机构开展国家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主题综合评价，

协调推动评价结果运用、转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安排，按职责组织开展本辖

区内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制定本辖区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实施方案，建立评价组织管理体系，因地制

宜协调实施区域内重要疾病防治基本用药主题综合评价。我委将组织相关单位明确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主

题遴选流程、建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研究制订评估标准、评估质量控制指标体系，指导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推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规范发展。 

二、充分发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与优势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或牵头搭建工作团队，建立技术咨询和专题培训制度，组织开展药品临床综

合评价工作。承担国家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医学中心、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其他具有临床研究基础和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经验的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搭建本机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团队，结合基础积累、技术特长和临床用药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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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hc.gov.cn/cms-search/xxgk/getManuscriptXxgk.htm?id=532e20800a47415d84adf3797b0f4869


 

优势病种用药的持续性综合评价，制定评价结果应用转化可行路径，积极配合和参与国家及区域层面结

果转化。 

医疗卫生机构外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学（协）会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

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征信状况良好，具有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专业能力和工作基础的，可依据《管

理指南》及相应临床专业或疾病类别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技术指南的要求，独立或联合开展药品临床综合

评价。 

三、注重评价结果转化与网络信息安全 

各地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注重加强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协同，探索跨区域多中心药品临

床综合评价机制建设，统筹推动国家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区域（省级）重要疾病防治基本用药和医

疗卫生机构用药等主题评价结果转化应用，规范指导评价实施机构持续跟踪已完成评价药品的实际供应

与使用情况，不断优化证据和结果，不断提升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药品使用结构，完善国家药

物政策，更高质量保障人民健康。 

各地要按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授权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加强评价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环节的

安全管理。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建立辖区内所属单位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参与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信息

沟通机制，跟踪掌握工作进度，指导建立数据质量评估和结果质控制度，强化评价关键环节能力评估和

质量控制规范，协同国家做好主题遴选、方案实施、质控规范、结果转化应用等技术对接和工作衔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或泄露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数据信息，未经国家及省级组织管理部门授

权，不得擅自使用或发布国家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相关数据信息。各评价实施机构和人员对其组织

实施评价工作任务范围内的数据、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证据质量承担主体责任。 

请各地及时将本地区在规范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反馈我委药

政司。 

  

附件：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理指南（2021年版 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1年 7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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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理指南 

（2021年版试行） 

  

 

前 言 

  

一、制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8〕88号），以及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9〕1 号）、《关于

开展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国卫药政函〔2019〕80号）、《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

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国卫医发〔2020〕2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对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

部署和要求，制定本指南。 

二、制定过程 

为加快建立健全统一、科学、实用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标准规范、实施路径和工作协调机制，统筹

开展药品决策证据集成、科学分析和准确评价，指导和规范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国家卫生健康委药

政司委托国家药物和卫生技术综合评估中心（挂靠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

心）、国家卫生健康委药具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药具中心），联合国家心血管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组织临床医学、药学、管理学、循证医学、卫生经济学和

卫生政策等领域专家共同制定本指南。自 2018 年 9 月启动指南编写工作以来，组织数百名相关学科专

家召开了数十轮论证会，广泛听取了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行业学（协）

会和企业代表意见，同时结合部分省份实践经验，前后修改 20 余稿。于 2020 年 11 月公开征求社会意

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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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思路 

本指南主要围绕我国临床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根据我国药品临床应用实践与药物供应保障

政策现状，参考借鉴国际有益做法和经验，重点明确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目的原则、组织管理、规范流

程、内容方法、质量控制、结果应用等内容，旨在引导和推动相关主体规范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持

续推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同质化，更好地服务国家药物政策决策需求，

助力提高药事服务质量，保障临床基本用药的供应与规范使用，控制不合理药品费用支出，更高质量满

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四、主要内容 

本指南包括 4个章节。 

第一章提出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目的、基本原则及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介绍评价流程、内容与维度。定义了包括主题遴选、评价实施和结果应用转化 3个基本环节

共 5方面内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流程。围绕技术评价与政策评价两条主线，提出了从安全性、有

效性、经济性、创新性、适宜性、可及性 6个维度开展科学规范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管理要求。 

第三章介绍证据评价与应用。明确了建立和完善国家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基础信息平台的要求，充分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逐步形成全国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模型、指标体系和标准化决策框架，加强数据信息

安全。提出了评价质控与结果应用指导意见，围绕相关主体资质、组织流程合规性、方法学严谨性等开

展重点质控工作，并提出了组织实施机构应按流程进行评价结果转化应用，持续跟踪药品应用情况，不

断累积数据验证评价结果等要求。 

第四章提出指南管理的要求。明确本指南与相关疾病别技术指南共同构成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指南体

系，提出本指南长期接受社会意见并定期修订完善。 

五、特别说明 

本指南基于我国当前情况下实施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编制，供涉及药品临床综

合评价研究和实施的相关主体参考使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科技发展的进步和实践证据的积累，本

指南将不断更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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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目的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药品临床价值为导向，利用真实世界数据和药品供应保障

各环节信息开展药品实际应用综合分析，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基于政策协同、信息共享，满足多主体参

与、多维度分析需求的国家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机制，为完善国家药物政策、保障临床基本用药供应与合

理使用提供循证证据和专业性卫生技术评估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需求导向。聚焦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治理决策需求和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实施的主要问题，

坚持正确价值引领与循证判断，重点优化临床基本用药动态管理机制，推动国家药物政策连贯协调。 

（二）统筹协同。坚持总体谋划，多方参与，技术与管理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各方

优势和信息化手段，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标准规范、路径流程和工作机制。 

（三）科学规范。立足国情实际，突出药品疗效证据和药品供应保障政策评价，总结参考国际有益

经验和成功实践，合理借鉴评价模式方法、技术流程和工具，融合多学科专业知识体系，通过建立完善

评价规则和技术标准与规范，有序指导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开展。 

（四）公正透明。坚持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建立信息公开、数据共享的评价实施、质量控制和

应用转化机制，防范潜在利益冲突，保障评价组织、管理、实施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公开。 

  三、适用参考范围 

本指南主要用于国家和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基于遴选疾病防治基本用药、拟定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

政策、加强药品供应管理等决策目的，组织开展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活动。同时，为医疗卫生机构、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学（协）会等主体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活动提供管理规范和流程指引。 

 

第二章  评价流程、内容与维度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重点围绕药品使用与供应保障体系关键决策要素开展，聚焦临床实际用药问题及

其涉及的药物政策决策问题，选择适宜的评估理论框架、方法和工具，收集分析药品使用与供应等相关

环节数据及信息，综合评估药品临床使用和药物政策实际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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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流程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完整流程包括主题遴选、评价实施和结果应用转化三个基本环节，评价实施包

括项目委托、质量控制、结果递交及验收（下图）。 

  

 

评价流程简图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组织管理和技术实施机构应当协同加强工作统筹、信息沟通和技术交流，推动建

立主题遴选、质量控制、专家咨询和结果转化等工作制度，因地制宜组织开展所承担评价的具体任务。

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行业学（协）会等专业优势，研制评估技术规

范，加强业务培训，探索建立跨省份、多中心真实世界数据规范采集和平行技术评估机制。评价主题主

要包括国家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区域重要疾病防治基本用药和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等，兼顾特殊用药

等其他主题。国家重大疾病防治基本用药主题由药具中心联合评估中心进行遴选，区域重要疾病防治基

本用药主题由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进行遴选。 

鼓励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及医疗卫生机构自主或牵头搭建工作团

队，建立技术咨询和专题培训制度，组织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牵头单位依托评价协作网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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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础积累和技术特长，汇总疾病负担、基本用药需求、药品费用、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影响等综合信息，

并与国家、区域主题相衔接，确定主要选题及其相应参比对象，经参与医疗卫生机构同意后按程序启动

评价主题立项及评价工作。 

  二、评价内容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是评价主体应用多种评价方法和工具开展的多维度、多层次证据的综合评判。评

价主要聚焦药品临床使用实践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和政策问题，围绕技术评价与政策评价两条主线，从安

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适宜性、可及性 6 个维度开展科学规范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数据整合

分析与综合研判，提出国家、区域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疾病防治基本用药供应保障与使用的政策建议。 

评价主体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开展相关药品临床使用证据、药物政策信息收集和综合分析，组织

实施技术评价、药物政策评估和撰写评价报告等。 

三、评价维度 

  （一）安全性评价。 

综合分析药品上市前后安全性信息结果。纳入评价信息包括：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药品说明书内容、

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等信息，相对安全性（与同类产品比较），药品质量、药品疗效稳定性等信息。 

  （二）有效性评价。 

通过定量分析，对拟评价药品及参比药品的临床效果进行人群测量，判断是否获得重要的健康收益。

核心指标主要包括生存时长和生命质量两大类，生存时长相关指标包括生存率、疾病控制率以及其他能

够反映疾病进展的可测量指标；生命质量相关指标包括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和健康效用值，亦可进一步用

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进行评价。根据不同疾病或治疗领域可设定针对性的有效性评价核心指标。开

展临床效果分析的数据应来源于所有当前可获得的质量最佳的相关研究证据和真实世界数据，必要时应

分析亚组患者效果数据，同时重视参比药品的选择及效果比较分析。综合利用现有国家、区域或省级大

型数据库等真实世界数据资源，规范开展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分析测量，利用规范严谨的方法，在

可接受的不确定性范围内实现临床实际用药效果的测量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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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性评价。 

  综合运用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决策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及方法，分析测算药品的成本、效果、

效用和效益等。同时，强化增量分析及不确定性分析，必要时进行卫生相关预算影响分析，全面判断药

品临床应用的经济价值及影响。根据药品决策的具体需求，可选择开展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

用分析（CUA）、成本-效益分析（CBA）、最小成本分析（CMA）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推荐开展成

本-效用分析。充分利用基于二手证据的系统评价结果及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模式构建分析模型，重视基

于我国人群循证结果的经济性研究，选择最佳可获得数据作为模型参数。  

  （四）创新性评价。 

通过分析判断药品与参比药品满足临床需求程度、鼓励国产原研创新等情况，进行药品的创新性评

价。开展创新性评价，应当突出填补临床治疗空白，解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满足患者急需诊疗需求和

推动国内自主研发等创新价值判断。 

  （五）适宜性评价。 

适宜性评价重点包括药品技术特点适宜性和药品使用适宜性。药品技术特点适宜性可从药品标签标

注、药品说明书、储存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价；药品使用适宜性主要包括适应证是否适宜、患者服药时间

间隔是否恰当，用药疗程长短是否符合患者、疾病和药品药理特点，临床使用是否符合用药指南规范等。

同时从分级诊疗等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视角研判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衔接和患者福利及社会价值

的影响。 

  （六）可及性评价。 

参考 WHO/HAI药物可及性标准化方法，主要涉及药品价格水平、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三个方面。药

品价格水平可由国内药品采购价格与最近一年国际同类型药品价格比较获得，必要时应当了解医保报销

情况以判断患者实际支付水平。可获得性可由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情况或有无短缺情况等反映。

可负担性可由人均年用药治疗费用占城乡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重（%）体现。根据评价需要可从不

同渠道获得相关支持信息，如药品生产、供应相关信息，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数据，居民和患者代表

意见等。 

 

第三章 证据评价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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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证据信息与安全保护 

  （一）基础信息平台。 

评估中心充分利用已有国家、区域及省级数据库的数据资源，包括人口健康数据、卫生信息系统数

据、采购流通等市场数据、国家及地方药品使用监测数据、临床诊疗服务规范指南数据，建立完善国家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基础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建立完善数据共建共享共用机制，省

级相关机构结合本地数据资源情况，与国家平台建立数据和工作协同机制。 

信息平台覆盖主题遴选、评价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评估、结果评价等全业务流程的重点环节，具

备为数据交互管理等重点工作提供信息化支撑的功能。医疗卫生机构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的自主选题

评价项目，在自愿前提下鼓励其在信息平台进行成果交流发布，促进行业范围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相关数

据信息资源共享。 

对于涉及跨省份、多中心真实世界数据采集的国家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项目，相关省级组织管

理机构应根据采集规范和数据安全保密要求，研究制定统筹本辖区居民健康数据、医疗卫生机构诊疗相

关数据的数据收集方案，为评价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数据信息支持。同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

事项。 

  （二）真实世界数据。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应充分利用真实世界数据。真实世界数据是来源于医疗机构及其他相关专业机构

日常所产生的各种与患者健康状况和（或）诊疗及保健有关的数据。 

当前我国药品临床应用相关的现有真实世界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

患者电子病历、个人健康档案、费用结算等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出生死亡及疾病登记系统数据；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数据；医学研究队列数据；社会药品服务机构数据以及患者自报或自评的健康相关数据。真

实世界数据的获取，主要通过数据交换共享的方式实现。 

使用真实世界数据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前，应当对数据适用性进行充分评估，围绕真实世界证据

可以回答的临床与卫生健康政策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设计和严谨的组织实施，获取相关、可靠、适宜

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恰当、充分、准确的分析后，形成药品临床应用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相关

证据。 

围绕基本用药决策需求，结合临床现实，规范、科学、合理地设计并实施临床研究，推动真实世界

数据在临床综合评价中的使用并发挥其优势。参照药品审评真实世界研究相关实效性试验研究设计、观

察性研究设计和其他非试验设计的推荐意见，定义疾病组别与药品特性密切相关的真实世界数据来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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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编制规范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数据集，定义采集范围、采集变量、采集方式等。充分依靠医

院现有电子信息系统采集数据，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等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主体建立相关审查监督制度，对数据获取、数据质量、分析

过程、结果阐释等关键环节进行质控评估，强化科研伦理管理及患者隐私保护，尽量避免数据收集及分

析偏倚，有效支持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三）数据方法模型。 

根据药品技术评价和政策评价目标形成数据模块，充分发挥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优势，确保数据

在各个来源层面之间流转的标准化、完整性、可追溯性和一致性，对数据进行质量校验，为实现科学评

价及决策分析提供数据与证据保障。依托评估中心、其他技术指导单位及重点医疗卫生机构，分类规范

和标准化数据元，整合多来源、多类型、多中心的数据与证据，建设国家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标准与方法，

逐步形成全国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模型、指标体系和标准化决策框架。 

  （四）数据信息安全。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授权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加强评价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存储、

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各评价任务承担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相关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严格执行患者隐私保护和国家保密规定，构建可信的网络安全环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或泄露数据，未经国家及省级组织管理部门授权，不得擅自使用或发布国

家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相关数据信息。各评价实施机构和人员对其组织实施评价工作任务范围内的

数据、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证据质量承担主体责任。 

  二、评价质控与结果应用 

  （一）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主体资质、组织流程合规性、方法学严谨性、数据可靠性及报告质

量的核查等。推动建立健全质量控制结果反馈机制和全行业药品评价证据共建共享共用机制，综合利用

已有药品评价数据和政策信息，开展证据质量分级和校验。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临床医师、药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质控主体作用。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

符合要求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根据药品临床综合评价需求，对评价关键环节实施严谨、规范的质量控制，

建立数据质量评估及结果质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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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动评价结果应用。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组织实施机构依照评价方案按流程对评价结果进行转化应用。 

区域和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结果主要用于：1.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与供应保障等；2.

推动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遴选和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衔接，提高药学服务和安全合理用药水

平；3.控制不合理药品费用支出，提升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药品使用结构；4.为完善国家药物

政策提供参考。 

第三方评价机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结果可用于：1.丰富行业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实践，扩大文献证

据储备；2.推动科研领域对于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理论及方法的深入探索。 

  （三）评价结果优化完善。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实施机构应持续跟踪已完成评价药品的实际供应与应用情况，不断累积相关数据

验证评价结果。长期用药持续跟踪时间根据疾病或病情而定，通常不少于 1 年。针对有调整需求的国家

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结果，委托项目主要承担机构结合特定领域政策需要及国内外评估机构证据更

新情况，适时开展证据优化和结果更新。 

国家及省级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证据优化及结果更新，应当由有关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结合药品临

床应用监测等相关评价研究数据，提出证据核查或更新的书面请示，经牵头组织机构委托开展咨询论证

后，确定是否启动有关工作。 

 

第四章 指南管理 

 

本指南为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理工作的依据，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与相关疾病别药品评价专业技

术指南构成系统、完整的评价指南体系，共同使用。疾病别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技术指南的制订，由评估

中心联合药具中心及相关技术指导单位按程序共同组织编制，分工协作，分类别撰写，集体审定，在充

分征求各相关利益方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完善后发布，并按程序定期更新。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长期接受社会意见与建议，并定期组织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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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七批）》（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f1ac00047b8b770299a813accaa6e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03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七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更

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 

  公示期限：2021年 8月 3日～2021年 8月 16日（10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8 月 3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七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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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七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1  
卡泊三醇倍他米

松凝胶 

Calcipotriol and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 

Gel/Xamiol 

卡泊三醇 50μg/g,

倍他米松 0.5mg/g 

LEO laboratories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7-2  咪唑立宾片 
Mizoribine Tablets/ 

布累迪宁 
25mg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7-3  咪唑立宾片 
Mizoribine Tablets/ 

布累迪宁 
50mg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7-4  
卡泊三醇倍他米

松混悬液 

Calcipotriol and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 

Suspension/Taclonex 

卡泊三醇 50μg/g,

倍他米松 0.5mg/g 
LEO Pharma A/S 未进口原研产品 美国橙皮书 

47-5  美洛昔康注射液 
Meloxicam 

injection/Anjeso 
1ml:30mg Baudax Bio,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6  氟轻松油剂 
Fluocinolone Acetonide 

Oil / Derma-Smoothe/FS 
0.01% 

Hill 

De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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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7  
克林霉素磷酸酯

外用溶液 

Clindamycin Phosphate 

Topical Solution 
1% 

Perrigo New York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物 
美国橙皮书 

47-8  
丙戊酸钠缓释微

片 

Sodium valproate 

Sustained-release 

mini-tablets/Orfiril 

long 

0.5g 
Desitin 

Arzneimitte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9  无水甜菜碱散剂 

Betaine anhydrous for 

oral 

solution/Cystadane 

1g散剂包含 1g无水

甜菜碱 

Recordati Rare 

Disease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10  西甲硅油咀嚼片 
Simethicone Chewable 

Tablets 
42.33mg Berlin-Chemie Ag  欧盟上市 

47-11  乌司他丁注射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50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7-12  乌司他丁注射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100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7-13  
二羟丙茶碱注射

液 

Diprophylline 

Injection 
2ml:300mg 

エーザイ（卫材）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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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14  
盐酸甲哌卡因注

射液 

Mepiva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Carbocain 

10ml:200mg 
アスペンジャパン株

式会社 
 日本上市 

47-15  维生素 K滴剂 
Vitamin K1 

Drops/Neokay  
1mg Neoceuticals Ltd  英国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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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2：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增补目录（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16  奥卡西平片 
Oxcarbazepine 

Tablets/Trileptal 
0.15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17  奥卡西平片 
Oxcarbazepine 

Tablets/Trileptal 
0.3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18  
利斯的明透皮贴

剂 

Rivastigmine 

transdermal system/ 

Exelon 

4.6mg/24h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19  
利斯的明透皮贴

剂 

Rivastigmine 

transdermal system/ 

Exelon 

9.5mg/24h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20  
注射用硫酸多黏

菌素 B 

Polymyxin B sulfate 

for Injection 
50万单位/瓶 

Xellia 

Pharmaceuticals APS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7-21  青霉素 V钾片 

Phenoxymethylpenici

llin Potassium 

Tablets 

250mg Sandoz GmbH  美国橙皮书 

47-22  
马来酸依那普利

片 

Enalapril Maleate 

Tablets 
5mg Organon Austri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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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23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Samsca 
15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Netherlands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4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Samsca 
30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Netherlands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5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 Ibrance 
75mg 

Pfizer Europe 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6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 Ibrance 
100mg 

Pfizer Europe 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7  哌柏西利片 
Palbociclib 

Tablets/ Ibrance 
125mg 

Pfizer Europe 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8  消旋卡多曲散 
 Racecadotril 

Powder/Tiorfan 
30mg BIOPROJET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29  铝碳酸镁咀嚼片 

Hydrotalcite 

Chewable 

Tablets/Talcid 

0.5g Bayer Vit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30  
右酮洛芬氨丁三

醇片 

Dexketoprofen 

Trometamol 

Tablets/Enantyum 

25mg（按 C16H14O3计） 
Laboratorios 

Menarini，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31  头孢泊肟酯片 

Cefpodoxim Proxetil 

Tablets/Orelox/ 

Podomexef 

100mg（按 C15H17N5O6S2

计）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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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32  泛昔洛韦片 
Famciclovir Tablets 

/ Famvir 
250mg Phoenix Lab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33  盐酸拉贝洛尔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Trandate 

100mg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34  盐酸拉贝洛尔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Trandate 

200mg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7-35  盐酸拉贝洛尔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Trandate 

100mg 
Aspen Pharma Schweiz 

GmbH, Baar. 
未进口原研药品 瑞士上市 

47-36  盐酸拉贝洛尔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Trandate 

200mg 
Aspen Pharma Schweiz 

GmbH, Baar. 
未进口原研药品 瑞士上市 

47-37  
盐酸环喷托酯滴

眼液 

Cyclopentolat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Minims 

1%（0.5ml） 
Bausch & Lomb U.K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7-38  
盐酸环喷托酯滴

眼液 

Cyclopentolat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Minims 

0.5%（0.5ml） 
Bausch & Lomb U.K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7-39  依托泊苷注射液 
Etoposide 

Injection/Lastet 
5ml:100mg 日本化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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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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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7-40  

注射用盐酸美法

仑（附带专用溶

剂） 

Melphala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Alkeran 

50mg 
アスペンジャパン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2-14 
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干混悬剂 

Amoxicillin and 

Clavulanate 

Potassium for 

Suspension/Augmenti

n  

0.15625g（C16H19N3O5S 

0.125g 与 C8H9NO5 

0.03125g） 

Beecham Group Plc 欧盟上市 
不限定上市国

及产地 

8-27 苯溴马隆片 
Benzbromarone 

Tablets 
50mg 

TORII 

PHARMACEUTICAL CO., 

LTD./ 

トーアエイヨー株式

会社 

日本橙皮书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商トーアエ

イヨー株式会

社 

24-13 
艾地骨化醇软胶

囊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 Edirol 
0.5μg 中外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艾地骨

化醇软胶囊，

英文名称更新

为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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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4-14 
艾地骨化醇软胶

囊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 Edirol 
0.75μg 中外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艾地骨

化醇软胶囊，

英文名称更新

为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26-170 
泮托拉唑钠肠溶

干混悬剂 

Pantoprazole Sodium 

for Suspension, 

Delayed 

Release/Protonix 

40mg（以泮托拉唑

计） 

Wyeth 

Pharmaceuticals 

Inc/ 

Wyeth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 商 Wyeth 

Pharmaceutic

als LLC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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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附件 3：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41  

注 射 用

1,6-二磷

酸果糖 

Fructose 

1,6-diphosphate for 

Injection/Esafosfin

a（爱赛福） 

5克/瓶 

Biomedica 

Foscama 

Industria 

Chimico 

Farmaceutica 

S.p.A.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国际公认进

口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42  
哈西奈德

溶液 

Halcinonide Topical 

Solution/Halog 
0.1% 

Sun 

Pharmceutical 

Indust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43  
愈美缓释

片 

Guaifenesin and 

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Mucinex Dm 

每片含愈创木

酚 甘 油 醚

0.6g 和氢溴

酸 右 美 沙 芬

30mg；每片含

愈创木酚甘油

醚 1.2g 和氢

溴酸右美沙芬

60mg 

Rb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现有资料未充分

说明本品立题依据，审议未

通过。 

47-44  缬沙坦片 
Valsartan 

Tablets/Diovan 
0.32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

s Corp 

未进口的原研

药品 
美国橙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规格不符合国内用法用量，

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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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45  
二硫化硒

洗剂 

Selenium Sulfide 

Lotion 
2.50% 

Perrigo New 

York In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美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7-46  雌二醇片 Estradiol Tablets 2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本品已于第 43 批审议

未通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

进行公示。收到企业提出异

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

价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

持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

过。 

47-47  

盐酸肾上

腺素注射

液 / 肾 上

腺素注射

液 

Epinephrine 

Injection 
1mg/1mL BPI Labs, LLC 

原研授权仿制

药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美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7-48  
利丙双卡

因乳膏 

Lidocaine and 

Prilocaine Cream 

1g：利多卡因

25mg，丙胺卡

因 25mg 

Actavis Pharma, 

Inc. 

原研授权仿制

药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美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7-49  
盐酸罂粟

碱注射液 

Papave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2ml:60mg 
American Regent 

Inc 
 美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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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50  

多种微量

元素 

注射液 

Concentrate of trace 

elements solution 

for infusion 

40 ml 
Laboratoire 

Aguettant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性数

据，审议未通过。 

47-51  

多种微量

元素 

注射液 

Concentrate of trace 

elements solution 

for infusion 

10 ml 
Laboratoire 

Aguettant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性数

据，审议未通过。 

47-52  
缩宫素鼻

喷雾剂 

Oxytocin nasal 

spray/Syntocinon 

40IE/mL 或

6.7ug/喷 

Alfasigma 

S.P.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53  

小儿苹果

酸电解质

注射液Ⅰ 

Pediatric Malate 

Electrolyte 

Injection Ⅰ 

25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54  

小儿苹果

酸电解质

注射液Ⅰ 

Pediatric Malate 

Electrolyte 

Injection Ⅰ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市 同上。 

47-55  

小儿苹果

酸电解质

注射液Ⅱ 

Pediatric Malate 

Electrolyte 

Injection Ⅱ 

25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56  

小儿苹果

酸电解质

注射液Ⅱ 

Pediatric Malate 

Electrolyte 

Injection Ⅱ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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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57  
硼替佐米

注射液 

Bortezomib 

Injection/Stada 
1.4ml:3.5mg Centrafarm B.V.  德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德国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7-58  

注射用盐

酸米诺环

素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MINOMYCIN 

10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存在较大安全性隐患，且临

床应用价值和优势尚不明

确，审议未通过。 

47-59  
阿立哌唑

口崩片 

Aripiprazole Orall

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3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本品已于第 43 批审议

未通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

进行公示。收到企业提出异

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

价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

持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

过。 

47-60  
阿立哌唑

口崩片 

Aripiprazole Orall

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6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同上。 

47-61  
阿立哌唑

口崩片 

Aripiprazole Orall

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12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同上。 

47-62  
阿立哌唑

口崩片 

Aripiprazole Orall

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24mg 
大塚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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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63  
乌司他丁

注射液 

Ulinastatin 

Injection /Miraclid 
25000U 

持田制药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不符合国内用法用量且已

在日本停产，审议未通过。 

47-64  

注射用哌

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

钠 

Tazobactam and 

Piperacillin for 

Injection/ Zosyn 

4.5g 1套（含

100mL 生理盐

水） 

大鵬薬品工業株

式会社；富士フ

イルム富山化学

株式会社 

 日本上市 

本品已于第 43 批审议

未通过并于药审中心网站

进行公示。收到企业提出异

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

价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

持原结论，二次审议未通

过。 

47-65  
枸橼酸喷

托维林片 

Pentoxyverine 

Citrate Tablets 
15mg 

鶴原製薬株式会

社 
 日本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日本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7-66  
硫酸镁注

射液 

Magnesium Sulfate 

Injection/ 
20ml:2.46g 

大塚制药株式会

社 
 日本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为日本上市的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且缺乏完

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

审议未通过。 

47-67  
异福酰胺

分散片 

Rifampicin Isoniazid 

and Pyrazinamide 

Dispersible Tablets  

利福平 75mg，

异烟肼 50mg，

吡 嗪 酰 胺

150mg 

Macleods 

Pharmaceutical

s Ltd 

 印度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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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7-68  
异福分散

片 

Rifampicin and 

Isoniazid 

Dispersible Tablets  

利福平 75mg，

异烟肼 50mg 

Macleods 

Pharmaceutical

s Ltd 

 印度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拟申请参比制剂

缺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

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7-69  

盐酸沙格

雷酯缓释

片 

Sarpogrelat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300mg Alvogen Korea  韩国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

员会审议，为确保参比制剂

的质量，建议参比制剂首选

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监管

体系较为完善的机构批准

上市的原研药品，审议未通

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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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

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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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7.jhtml                       时间: 2021-08-04 

 

我委拟制定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制

定的药用辅料标准第二次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

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

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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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8月 04日 

 

 

附件：  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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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87.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D2/wKgBcWEHZO2Adh3JAAUsJoVvkGI564.pdf?token=34bbd26d93ed91d75d3c320d027642d6&ts=1627874713


                                                                               2021 年 8 月 

附件：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玻璃酸钠 

Bolisuanna 

Sodium Hyaluronate  

 

 

    (C14H20NNaO11 )n  

     [9067-32-7] 

本品系鸡冠或微生物（马疫链球菌）发酵液中提取的酸性黏多糖，由 D-葡萄糖醛酸和 N-

乙酰基-D-氨基葡萄糖双糖单位构成的糖胺聚糖的钠盐。按干燥品计算，含(C14H20NNaO11)n 应

为 90.0%～110.0%。 

由鸡冠提取制得的制品，应去除或灭活病毒和传染因子；由发酵法制备的制品，应控制有 

害的链球菌分泌物。 

    【性状】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颗粒或纤维状物。 

本品在乙醇、丙酮或乙醚中不溶。 

【鉴别】（1）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图谱（光谱集 1173 图）一致。 

（2）本品的水溶液显钠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特性黏数 本品极易引湿，称量过程中注意防潮。 

精密称取供试品适量，置 200ml 量瓶中，加 0.2mol/L 氯化钠溶液适量使溶解，仔细观察待

供试品溶液中无气泡，用 0.2mol/L 氯化钠溶液稀释至刻度，作为供试品溶液（1）。 

取供试品溶液（1）分别用 0.2mol/L 氯化钠溶液稀释至 0.8 倍、0.6 倍和 0.4 倍，作为供试

品溶液（2）、供试品溶液（3）和供试品溶液（4），必要时经 3 号垂熔玻璃漏斗滤过后使用。 

采用黏度测定法（通则 0633 第二法），采用乌氏黏度计，在 30±0.1℃下测定 0.2mol/L 氯化

钠溶液的流出时间 t0 与四个供试品溶液的流出时间 t1、t2、t3、t4；选用合适内径乌氏粘度计，

使 0.2mol/L 氯化钠溶液流出时间为 200～300 秒，调整供试品溶液（1）称样量，使其流出时间

为 0.2mol/L 氯化钠溶液流出时间的 2.0～2.4 倍。所有测试采用同一黏度计，不重装试样，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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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定 3 次，3 次测定值与平均值的差值不得超过平均值的±0.35%。采用四点法，最小二乘

法线性回归计算特性黏数[η］，以比浓黏度[ηsp/C，即(ηr-1)/C]对浓度（C）作线性回归，当浓度

趋近于 0 时，线性回归方程的截距即为特性黏数，线性回归系数应不小于 0.95，单位为 L/g。 

按干燥品计算，特性黏数在 1.00L/g～2.49L/g 之间或 2.50L/g～5.50L/g。 

平均分子量 根据本品的特性黏数[η］计算平均分子量，计算结果应在标示分子量范围内。 

标示平均分子量范围在 500,000 至 1,490,000，按下式计算平均分子量： 

 

 
 

标示平均分子量范围在 1,500,000 至 3,900,000，按下式计算平均分子量： 

 

 

 

酸碱度 取本品适量(按干燥品计算），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 5mg 的溶液，依法

测定（通则 0631），pH 值应为 5.0～8.5。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0.10g (按干燥品计算），加 0.9%氯化钠溶液 30ml，振摇使其

混匀并溶解，溶液应澄清（通则 0902 第一法）；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在 60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不得过 0.01。 

氯化物 取本品约 1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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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硫酸盐 （适用于鸡冠提取产品）取本品约 10mg，加水 2ml 溶解，加盐酸 2ml 置沸水浴中

水解 6 小时，取出放冷后，加氯化钡试液 5 滴，不得立即产生沉淀。 

蛋白质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0.1mol/L氢氧化钠溶液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20mg 

(按干燥品计算）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牛血清白蛋白对照品适量,加 0.1mol/L氢氧化钠溶液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中含 10µ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对照品溶液和空白溶液各 1.0ml，分别加碱性酒石酸铜溶液（取无

水碳酸钠 20g，加 0.1mol/L 氢氧化钠溶液溶解成 1000ml，摇匀，作为 A 液；取硫酸铜 0.5g，

加酒石酸钾钠溶液（1g→100ml）溶解成 100ml，作为 B 液。临用前，取 A 液与 B 液按 50:1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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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摇匀）5ml，混匀，室温放置 10分钟，再加福林试液 1ml，混匀，室温放置 30分钟，照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部通则 0401），在 750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供试品溶液的吸光度不得大

于对照品溶液的吸光度（0.05%）。 

    核酸 取本品适量，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 2mg (按干燥品计算）的溶液，照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在 26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不得大于 0.1。 

    干燥失重 取本品 0.5g，以五氧化二磷为干燥剂，在 60℃减压干燥 6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

过 15.0%（通则 0831）。 

铁 取供试品约 0.5g，精密称定，置聚四氟乙烯消解罐内，加硝酸 10ml，置微波消解炉内，

进行消解。消解完全后，取消解内罐缓缓加热至红棕色蒸气挥尽并近干，放冷，用 2%硝酸溶

液转移至 25ml 量瓶中，并用 2%硝酸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同法制备空白溶液。 

另取铁单元素标准溶液，用 2%硝酸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铁 10μg的标准贮备液，临用

时，分别精密量取适量，用 2%硝酸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含铁 0～2000ng 的对照品溶液。    

取供试品溶液、空白溶液和对照品溶液，以火焰为原子化器，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

则 0406 第一法），在 248.3nm 的波长处测定。按干燥品计算，含铁不得过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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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砷盐 取供试品约 1.0g，置坩埚中，加 2%硝酸镁乙醇溶液 10ml，将坩埚内的液体引燃，待

火焰熄灭后，先用小火使炭化，至内容物变成近白色的物质；再在 500～600℃炽灼使完全灰化，

放冷，加盐酸 5ml 与水 23ml，水浴加热使溶解，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

（0.0002%）。  

溶血性链球菌（适用于微生物发酵来源产品） 取本品 0.5g，置 150ml 锥形瓶中，加 0.9%

无菌氯化钠溶液 100ml，振荡至溶解作为待测溶液。分别取 0.5ml 待测溶液涂血琼脂平板 2 块，

置 37℃培养箱培养 48 小时。应无溶血性菌群出现或显微镜下未观察到溶血性链球菌。 

溶血（适用于微生物发酵来源产品） 取本品 0.4g，置 150ml 锥形瓶中，加 0.9%无菌氯化

钠溶液 100ml，振荡至溶解作为待测溶液，分别取 0.5ml 待测溶液加入至 2 个试管中，再分别

加入 1%血液混悬液 0.5ml，混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各取 0.9%无菌氯化钠溶液 0.5ml，分别置 2 个试管中，再分别加入 1%血液悬液 0.5ml，混

匀，作为空白对照溶液。 

取灭菌纯化水 0.5ml，同空白对照溶液同法操作，作为阳性对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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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品溶液、空白对照溶液和阳性对照溶液置 37℃培养箱静放 2 小时，观察结果。 

结果判断：阳性对照管浑浊，空白对照管与供试品管中的红血球沉淀且上清液均为澄清透

明，判为阴性；如果空白对照管上清液为澄清透明，而供试品管的上清液为浑浊，判为阳性。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 5.0g，加入含玻璃酸酶 45000 单位的无菌磷酸盐缓冲液（pH7.2）100ml，

4℃放置 4 小时后，取出，放至室温，42℃振摇 30 分钟，制得 1:20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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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2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20cfu，不得检出金黄色葡

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大肠埃希菌。鸡冠提取来源产品，每 10g 供试品中不得检出沙门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中约含 80μg的溶液，摇匀，

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葡萄糖醛酸对照品适量，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中约含 60μg的溶液，摇匀，

作为对照品溶液。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0.2、0.4、0.6、0.8、1.0ml，分别置 25ml 具塞试管中，依次分别

加水至 1.0ml，振摇，冰浴中冷却，并在不断振摇下缓缓滴加 0.025mol/L 硼砂硫酸溶液 5.0ml，

密塞，沸水浴中加热 10 分钟，迅速冷却，精密加入 0.125％咔唑无水乙醇溶液 0.2ml，摇匀，

沸水浴中加热 15 分钟，冷却至室温。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以 0 管为空白，

在 53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葡萄糖醛酸的 μg数对相应的吸光度计算回归方程。 

    精密称取供试品溶液 1g（1g 相当于 1ml），置 25ml 具塞试管中，自“冰浴中冷却”起照

标准曲线制备项下的方法测定，由回归方程计算葡萄糖醛酸的含量，乘以 2.0675，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增稠剂、润滑剂和润湿剂等。 

【贮藏】 避光，密封，冷处保存。 

【标示】 应标明样品来源；应标明特性黏数、平均分子量的标示量；细菌内毒素如需控制，应

标明限值。 

注：本品极具引湿性，在水中溶胀。 

 

 

起草单位：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联系电话：0531-81216529 

复核单位：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积极参与单位：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艾伟拓(上

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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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酸钠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一、删除化学鉴别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标准 WS1-（X-072）-2011Z 收载化学鉴别（1），因此标

准中有红外与钠盐的专属性鉴别，且化学鉴别中使用的氯化十六烷基吡啶有一定的毒性，因此

删除此鉴别（1）。 

二、特性黏数和平均分子量 

EP9.0 和 JPⅩⅦ均采用乌氏黏度计测定特性黏数，但方法和计算方式略有不同，且 EP9.0

未收载平均分子量，因此我院参考 JPⅩⅦ和实验数据起草特的性黏数和平均分子量检查项。 

三、残留溶剂 

在标准起草初期，我院建立了残留溶剂的测定方法并对收集到的样品进行检验，结果均符

合规定。鉴于不同企业生产工艺不同，所用溶剂不同，同时 CDE《化学药品残留溶剂研究指导

原则》、ICHQ3C IMPURITYS：GUIDELINE FOR RESIDUAL SOLVENTS、药典凡例以及 0251

药用辅料等均对残留溶剂进行了要求，故本标准未收载残留溶剂检查项，各企业需根据本单位

生产工艺对可能残留的溶剂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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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低分子量肝素类仿制药免疫原性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的通告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1e54c92b783ada76ec4d93ce7ef53d0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06 日 

   为规范低分子量肝素类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促进化学仿制药品注射剂的研究和评价工作，在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低分子量肝素类仿制药免疫原性研究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

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8 月 6日 

 

 

 

附件 1 ：低分子量肝素类仿制药免疫原性研究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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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0818a83683c7604efdfc2272521d6a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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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低分子量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s，LMWHs）

是以符合药典标准的肝素（主要为猪肠黏膜来源）为原料，

采用不同的解聚方法制得的，未被完全定性的一系列复杂的

寡糖混合物。LMWHs 是临床上重要的抗凝药物，它主要通

过抑制凝血因子 FXa 发挥预防和治疗血栓的作用。 

临床使用中，肝素和 LMWHs 均存在发生肝素诱导的血

小板减少症（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HIT）的风险。

当机体针对肝素-血小板因子 4（platelet factor 4, PF4）复合物

或 LMWHs-PF4 复合物产生抗体时，可能引发不可逆的血小

板 聚 集 、 减 少 ， 甚 至 是 血 栓 形 成 （ 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and thrombosis, HITT），这将严重威胁患者

生命安全。数据显示，经依诺肝素和肝素钠治疗的患者发生

HIT 的风险分别为 0.2％和 2%~3％。尽管 LMWHs 的 HIT 发

生率相对较低，但潜在后果严重，同时由于 LMWHs 可以在

门诊患者中使用，因此对 LMWHs 产品免疫原性风险的评估

和管理非常重要。 

本技术要求在国内外指导原则和技术文献的基础上，重

点讨论 LMWHs 免疫原性评估需要考虑的主要内容，并推荐

一些研究方法；旨在为 LMWHs 仿制产品的开发研究，以及

可能影响该类产品免疫原性的上市后变更研究提供技术参

考，促进现阶段仿制产品研究和评价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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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要求的起草是基于对该问题的当前认知，随着相

关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药物研究的深入，将不断修订并完善。 

二、活性成分对比研究 

仿制品与参比制剂中活性成分（API）应具有相似的理化

性质、生物学活性和药效学特征。在此情况下，可以一定程

度上预测，在与药理作用放大相关的不良反应（例如出血）

的发生频率方面，仿制品和参比制剂具有相似性。因此，证

明仿制品与参比制剂活性成分的相似性对于评估免疫原性

风险很重要，相应的对比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 

1.所用肝素钠原料应以新鲜或保藏好的猪小肠为原料， 

肝素钠原料药的质量标准应符合中国药典，肝素钠的解聚模

式应与原研产品一致。 

2.理化性质的对比研究。 

3.双糖结构单元、寡糖片段分布和寡糖序列的对比研究。 

4.体外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活性的对比研究。 

5.人体药效学等效性研究。 

三、杂质和免疫原性的评估 

（一）杂质对比研究 

LMWHs 中的杂质可能作为免疫激动剂或通过影响

LMWHs与PF4的相互作用等方式增强LMWHs的免疫原性。

杂质包括肝素中存在的天然杂质（包括残留蛋白、核酸、脂

质等）和工艺相关杂质。这些杂质有些是结构已知的，或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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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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确定的，也有些是未知的。由于杂质的存在可能会改变免

疫系统对 LMWHs 或 LMWHs-PF4 复合物的识别、摄取、加

工或递呈，应通过研究证明仿制品中不含这些杂质，或与参

比制剂的杂质水平相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应进行适用性评

估，并经过合理的方法学验证。 

为评估 LMWHs 中的相关杂质，推荐开展如下研究：（1）

LMWHs、肝素及其他原料中潜在杂质的研究；（2）生产工艺

去除杂质能力的评估和研究；（3）仿制品与参比制剂中杂质

种类和含量的对比研究。 

另外，需提供效期内产品的包材提取物和浸出物的对比

研究。 

（二）LMWHs-PF4 复合物的研究 

机体针对 LMWHs-PF4 复合物会产生特异性抗体，该抗

体介导了 HIT 的发生，因此，在 LMWHs 的免疫原性研究中，

应充分评估 LMWHs 与 PF4 之间的结合活性，以及所形成的

LMWHs-PF4 复合物大小和电荷水平。推荐的研究方法包括：

表面等离子共振，尺寸排阻色谱，多角度光散射分析，圆二

色谱分析，光子相关谱、分析超速离心，场流分级分离，原

子力显微镜等，并应与参比制剂进行比较。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应进行适用性评估，并经过合理的方法学验证。 

此外，LWMHs 与 PF4 所形成复合物的特性可能会受到

PF4 本身特性，以及两种组分比例和浓度的影响。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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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应在 LWMHs 与 PF4 不同的比例和浓度条件下展开。 

（三）评估免疫原性的其他体外模型/方法 

作为上述分析方法的补充，建议探索一些评估免疫激活

的体外试验来评估仿制品与参比制剂的免疫原性的可比性。

例如，树突状细胞激活试验（包括采用 LMWHs 与 PF4 的复

合物）、采用 HIT 患者血清进行的 LMWHs 特异性抗体结合

试验、评估血小板激活的五羟色胺释放试验等。所选择的试

验方法应具备充分的敏感性，能够识别仿制品与参比制剂的

分子结构或杂质谱的差异，方法的适用性应经过充分验证，

并在试验中设置合适的阳性对照。 

（四）试验样品的要求 

鉴于 LMWHs 的结构复杂性，上述试验选择的仿制品和

参比制剂均需要有足够的批次，并要求包括新生产、效期中

和效期末等不同情况的样品，同时包括人体药效学等效性试

验样品。仿制品还应包括由不同批次肝素生产的样品，以保

证所获数据结果的代表性和统计学意义。 

（五）临床试验 

如果经评估，仿制品的性质、所含杂质和赋形剂的性质

与参比制剂相似，并且开展了适当的非临床免疫原性探索性

研究，也未发现免疫原性风险，可在人体药效学研究中观察

免疫原性相关风险，如无进一步风险提示，可不再开展单独

的安全性/免疫原性临床研究。否则，应在上市前提供患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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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原性比较研究的数据。 

四、药物警戒计划 

应针对免疫原性相关风险制定风险控制计划（RMP），监

测低分子肝素免疫原性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例如 HIT 和

HITT，以及类过敏反应和过敏反应等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及

转归情况，并持续进行获益-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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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fl/16292.jhtml               时间: 2021-08-11 

 

我委拟制定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现将拟制定的药用辅料标准第二次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详见附件）。公示期自发布之日起 1

个月。请认真研核，若有异议，请及时来函提交反馈意见，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

式。相关单位来函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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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第二次）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1年 08月 11日 

 

附件：  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第二次）.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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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 

Eryingzhixian Linzhixiandanjian 

Distearoyl Phosphatidylcholine  

 

N
O

P

O

O

O

O

O

O

O

 

C44H88NO8P  790.14  

[816-94-4] 

本品由 SN-甘油-3-磷酸胆碱与硬脂酸反应、纯化制备而得。按无水物计算，含二硬脂酰磷

脂酰胆碱（C44H88NO8P）不得少于 97.0%。 

【性状】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或块状物。 

本品在 50℃乙醇中易溶，在三氯甲烷中易溶或溶解，在乙醇中极微溶解，在水中几乎不溶。 

【鉴别】(1) 取本品与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对照品，分别用三氯甲烷-甲醇（13：5）溶解并

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20mg 的溶液，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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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60薄层板（Merck 或性能相当薄层板）

上，以三氯甲烷-甲醇-水-浓氨溶液（65：25：4：0.4）为展开剂，展开后，取出，晾干，喷以

硫酸铜磷酸溶液（临用新制  取磷酸 8ml，加水约 60ml 使溶解，摇匀，加无水硫酸铜 10g 使溶

解，用水稀释至 100ml，摇匀），170℃加热 10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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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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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1）、（2）两项可选做一项。 

【检查】有关物质  精密称取本品适量，用三氯甲烷-甲醇（13:5）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 5mg 的溶液，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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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精密称取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溶血磷脂酰胆碱、硬脂酸对照品适量，用三氯甲烷-甲醇

（13: 5）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分别含 100μg 的混合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1）；精密量

取对照品溶液（1）适量，用三氯甲烷-甲醇（13:5）稀释制成每 1ml 中分别含 25μg、10μg的溶

液，作为对照品溶液（2）、（3）。 

照含量测定项下色谱条件，取对照品溶液（1）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各组分色谱峰之间

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1.5，理论板数按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峰计算应不低于 2000。精密量取对照

品溶液（1）、（2）、（3）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计算对照品溶液浓度对

数值与相应峰面积对数值的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r）应不小于 0.99；取供试品溶液，同法

测定，记录色谱图。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有溶血磷脂酰胆碱、硬脂酸峰，用相应的线性回归

方程计算溶血磷脂酰胆碱、硬脂酸的含量。其他杂质峰按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的线性回归方程

计算杂质含量。含溶血磷脂酰胆碱不得过 0.5%，含硬脂酸不得过 0.5%，其他单个杂质不得过

2.0%，各杂质总和不得过 3.0%。 

硬脂酸纯度  取本品约 40mg，精密称定，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

液 4ml，水浴加热回流 20 分钟，通过冷凝管加入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水浴加热回流 2

分钟，通过冷凝管加入异辛烷 4ml，再回流 1 分钟，冷却后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20ml，振摇，静

置使分层，取异辛烷层，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硬脂酸对照品约 30mg，同法制备，作为对照品溶液。 

另取试剂，同法处理，作为溶剂空白。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相的毛细管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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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

检测器温度为 260℃。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除溶剂峰外，按面积归一化法以

峰面积计算硬脂酸的含量，含硬脂酸应不少于 98.0%。 

水分  取本品适量，以甲醇-三氯甲烷（60:40）混合溶液为溶剂，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1）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2.0%。 

重金属  取本品 2.0g，缓缓灼烧炭化，加硝酸 2ml，小心加热至干，加硫酸 2ml，加热至

完全炭化，在 500～600℃灼烧至完全灰化，放冷，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

得过百万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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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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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 102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2c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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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另精密称取本品约 20mg，置 50ml 量瓶中，加三氯甲烷-甲醇（13:5）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取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用三氯甲烷-甲醇（13:5）溶解，稀释制成

每 1ml 中含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 300μg、400μg、500μ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取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对照品适量，用三氯甲烷-甲醇（13:5）溶解，制成每 1ml 中含 400μg

的溶液，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试验， 用辛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柱温 40℃，以

水为流动相 A，以甲醇为流动相 B，流速为每分钟 1.0ml；按下表进行梯度洗脱；检测器为蒸发

光散射检测器（参考条件：雾化温度为 60℃，蒸发温度 70℃，载气流速为每分钟 1.8L） 

时间（min） 流动相 A：水 流动相 B：甲醇 

0 10 90 

10 0 100 

20 0 100 

20.5 10 90 

30 10 90 

取上述系统适用性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主峰理论板数应不低于 2000。 

 精密量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以对照品溶液浓度的对数

值与相应的峰面积对数值计算回归方程；取供试品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

由回归方程计算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的含量。 

【类别】 药用辅料，脂质体载体。 

【贮藏】 密封，遮光，于-20±5℃保存。 

注：本品有引湿性 

 

 

起草单位：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联系电话：0531-81216529 

复核单位：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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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 

 

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一、含量限度 

各企业标准方法及限度各有不同，一家企业标准仅控制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含量，另外两

家企业标准在控制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含量的基础上，另行控制含磷量，限度为“按无水物计

算，含磷（P）应为 3.8%~4.0%，含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不得少于 99.0%”。根据新建立的含量

测定方法对样品进行测定的结果，标准制订为：“按无水物计算，含二硬脂酰磷脂酰胆碱不得

少于 97.0%”。 

二、有关物质 

目前收集的质量标准中溶血磷脂酰胆碱与其他未知物、游离脂肪酸分别采用薄层色谱法进

行限度考察。我院采用液相色谱法和薄层色谱法对样品的有关物质进行考察，对比样品的杂质

检出情况及灵敏度，建立合理有效的有关物质检测方法。 

备注：第二次公示稿与第一次相比仅修改了分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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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鼓励注射剂生产企业参与药包材调研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5.jhtml               时间: 2021-08-13 

 

各相关单位： 

国家药典委员会委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承担了药用玻璃通用检测方法的制修订工

作，为使玻璃耐热性、热稳定性和耐冷冻性的测定方法更有针对性和适用性，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拟定了相关调研表（见附件 1和 2）。我委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参与调研，以及后

续标准制定和研讨工作。 

联系人：李颖   联系电话：010-67095095 

电子邮箱：liyingbit@nifdc.org.cn 

 

 

 

附件：  关于开展注射剂、冻干粉针制剂和输液制剂相关生产工艺调研的函.pdf 

 注射剂、冻干剂和输液剂药品生产工艺调研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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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5.jhtml
mailto:liyingbit@nifdc.org.cn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6315&i=0&t=1629077511799&k=d82170e5fb317422faf342178632fcf6
https://www.chp.org.cn/attachment.jspx?cid=16315&i=1&t=1629077511799&k=03ba6eb5f9c44e467921519a9787844b


 

附件                         注射剂、冻干粉针制剂和输液制剂的生产工艺调研表 

 

21  年  月  日 

被调研厂家名称  

玻璃包材名称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高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钠钙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中硼硅玻璃模制注射剂瓶               □钠钙玻璃

模制注射剂瓶        □其它：               

□笔式注射器用硼硅玻璃珠      □笔式注射器用硼硅玻璃套筒             □其它：               

□钠钙玻璃输液瓶              □中硼硅玻璃输液瓶                     □其它：               

玻璃包材生产厂家  

规格  所包装药剂的名

称 

 

该包材装药前的清洁工艺流

程 

具体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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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设备： 

灭菌工艺 

 

方式 □干热灭菌 □湿热灭菌 其他：□环氧乙烷灭菌   □辐

照灭菌 

工艺参数 灭菌温度（℃）：      

灭菌时间（min）：      

传送带走速（mm/min）：      

灭菌隧道长度（mm）：      

补充参数：       

灭菌温度（℃）：      

灭菌时间（min）：      

补充参数：            

灭菌时间（min）：        

灭菌条件：              

冻干制剂的冻干工艺流程 

 

 

具体工艺流程： 

 

 

所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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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干制剂的冻干工艺参数（或

给出标示温度及时间的冻干

曲线） 

预冻阶段：总时间（h）：                                   解吸阶段：总时间（h）：      

进箱温度（℃）：         回热处理温度（℃）：              出箱温度（℃）：         

升华阶段：总时间（h）：      

产品温度（℃）：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单位盖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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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八批）》（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f95762247fb31d54d8f2a79e5c6b18c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7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八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更

好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 

  公示期限：2021年 8月 17日～2021年 8月 30日（10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月 17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八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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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f95762247fb31d54d8f2a79e5c6b18c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c13f9468f5a4f52a2be2c179b55e7e82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f8d159791710aa153d257cb2f19b0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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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八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1  
盐酸曲唑酮缓释

片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 Trittico 

75mg 

AZ. 

Chim.Riun.Angelini 

Francesco Acraf 

S.P.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8-2  托吡酯胶囊 
Topiramate Capsules/妥

泰 
15mg Janssen-Cilag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8-3  托吡酯胶囊 
Topiramate Capsules/妥

泰 
25mg Janssen-Cilag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8-4  
硝酸咪康唑乳膏

/栓（组合包装） 

Miconazole Nitrate 

Cream and 

Suppositories 

/Monistat 3 

Combination Pack 

2%，200mg 
Medtech Product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5  
溴吡斯的明糖浆

/口服溶液 

Pyridostigmine Bromide 

Syrup(oral 

solution)/Mestinon 

60mg/5ml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6  
注射用高三尖杉

酯碱 

Omacetaxine 

Mepesuccinate for 

Injection  

3.5mg 

Teva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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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7  
盐酸米托蒽醌注

射液 

Mitoxantr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5ml:30mg 
Hospira Worldwide,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8  
盐酸米托蒽醌注

射液 

Mitoxantr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ml:20mg 
Hospira Worldwide,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9  
盐酸米托蒽醌注

射液 

Mitoxantr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2.5ml：25mg 
Hospira Worldwide,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10  
丁酸氢化可的松

乳膏 

Hydrocortisone 

Butyrate Cream/Locoid 
0.10% 

Leo Pharma A/S /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11  利丙双卡因贴片 

Lidocaine and 

Prilocaine Patch/ Emla 

Pflaster 

每片含有 1g 乳液

（利多卡因 25mg，

丙胺卡因 25mg）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12  
盐酸甲氧氯普胺

注射液 

Metoclopramid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mg/2ml 
Sanofi-Aventis 

Franc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13  
甲苯磺酸妥舒沙

星滴眼液 

Tosufloxacin Tosilate 

ophthalmic 

solution/Ozex 

0.3% 
富士フイルム富山化

学工業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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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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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14  
富马酸酮替芬鼻

溶液 

KetotifenFumarateNasa

l Solution/Zaditen 
0.05% 

サン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15  依替唑仑片 Etizolam Tablets/Depas  0.25mg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16  依替唑仑片 Etizolam Tablets/Depas 0.5mg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17  依替唑仑片 Etizolam Tablets/Depas  1mg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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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增补目录（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18  阿帕他胺片 

Apalutamide 

Tablets/Erleada（安

森珂） 

6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8-19  碘普罗胺注射液 

Iopromide 

Injection/ 

Ultravist（优维显） 

100ml:62.34g Bayer Vital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8-20  注射用阿糖胞苷 

Cytarabine for 

Injection/Cytosar 

（赛德萨） 

0.1g 
辉瑞制药（无锡）有限

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8-21  注射用阿糖胞苷 

Cytarabine for 

Injection/Cytosar 

（赛德萨） 

0.5g 
辉瑞制药（无锡）有限

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8-22  
注射用培美曲塞

二钠 

Pemetrexed Disodium 

for 

Injection/Alimta 

100mg（以培美曲塞

计） 

Eli Lilly and 

Company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3  
注射用培美曲塞

二钠 

Pemetrexed Disodium 

for 

Injection/Alimta 

500mg（以培美曲塞

计） 

Eli Lilly and 

Company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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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24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Afinitor 
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5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Afinitor 
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6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Zortress 
0.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7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Zortress 
0.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8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Zortress 
0.7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29  依维莫司片 
Everolimus Tablets/ 

Zortress 
1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0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Invega Trinza 

按棕榈帕利哌酮酯

计 273mg/0.875ml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1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Invega Trinza 

按棕榈帕利哌酮酯

计 410mg/1.315ml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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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32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Invega Trinza 

按棕榈帕利哌酮酯

计 546mg/1.75ml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3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Invega Trinza 

按棕榈帕利哌酮酯

计 819mg/2.625ml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4  
缬沙坦氢氯噻嗪

片 

Valsartan and 

Hydrochlorothiazide 

Tablets/Diovan Hct 

每片含缬沙坦

160mg，氢氯噻嗪

1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5  
缬沙坦氢氯噻嗪

片 

Valsartan and 

Hydrochlorothiazide 

Tablets//Diovan Hct 

每片含缬沙坦

160mg，氢氯噻嗪

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6  醋酸甲羟孕酮片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Tablets 
2.5mg 

Pharmacia and Upjohn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7  醋酸甲羟孕酮片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Tablets 
5mg 

Pharmacia and Upjohn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38  醋酸钙片 
Calcium Acetate 

Tablets 
0.667g 

Chartwell Molecular 

Holdings Ll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物 
美国橙皮书 

48-39  
维生素 K1注射

液 
Vitamin K1 Injection 0.5ml:1mg Hospir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8-40  来曲唑片 
Letrozole 

Tablets/Femara 
2.5mg 

Novartis Pharma 

S.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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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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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41  
棕榈酸帕利哌酮

注射液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Xeplion  

以帕利哌酮计：25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2  
棕榈酸帕利哌酮

注射液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Xeplion  

以帕利哌酮计：5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3  
棕榈酸帕利哌酮

注射液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Xeplion  

以帕利哌酮计：75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4  
棕榈酸帕利哌酮

注射液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Xeplion  

以帕利哌酮计：

10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5  
棕榈酸帕利哌酮

注射液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Xeplion  

以帕利哌酮计：

15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6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Trevicta 

按帕利哌酮计 175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7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Trevicta 

按帕利哌酮计 263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48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Trevicta 

按帕利哌酮计 35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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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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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49  
棕榈帕利哌酮酯

注射液（3M） 

Paliperidone 

Palmitate Injection

（3M）/Trevicta 

按帕利哌酮计 525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0  
硫酸氢氯吡格雷

阿司匹林片 

ClopidogrelBisulfat

e And AspirinTablets 

/ DuoPlavin 

75mg:75mg 
Sanofi-Aventis 

Group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1  
硫酸氢氯吡格雷

阿司匹林片 

ClopidogrelBisulfat

e And AspirinTablets 

/ DuoPlavin 

75mg:100mg 
Sanofi-Aventis 

Group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2  
美沙拉秦肠溶缓

释颗粒 

Mesalazine 

Gastro-Resistant 

Prolonged-Release 

Granules/ Salofalk 

1g Dr. Falk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3  
美沙拉秦肠溶缓

释颗粒 

Mesalazine 

Gastro-Resistant 

Prolonged-Release 

Granules / Salofalk 

3g Dr. Falk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4  昂丹司琼口溶膜 
Ondansetron Oral 

Soluble Film 
4mg 

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5  昂丹司琼口溶膜 
Ondansetron Oral 

Soluble Film 
8mg 

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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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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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8-56  酮康唑乳膏 

Ketoconazole 

Cream/Nizoral 2% 

Creme 

2% 
Johnson & Johnson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8-57  盐酸罗匹尼罗片 

Ropinirole 

Hydrochloride 

Tablets/Requip 

0.25mg 
グラクソ・スミスク

ライ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58  拉考沙胺注射液 
Lacosamide 

Injection/Vimpat 
10ml:100mg 

ユーシービージャパ

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59  拉考沙胺注射液 
Lacosamide 

Injection/ Vimpat 
20ml:200mg 

ユーシービージャパ

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8-60  环丝氨酸胶囊 
Cycloserine 

Capsules 
250mg 

Meiji Seikaファルマ

株式会社 

国际公认同品种

药物 
日本上市 

8-71 
己酮可可碱缓释

片 

Pentoxifylline  

Modified Release 

Tablets/Trental 

400mg 
Aventis Pharma 

Limited/Sanofi 
欧盟上市 

不限定上市国

及产地，增加

持证商 Sanofi 

23-8 氨咖待因片 

Acetaminophen, 

Caffeine and Codeine 

Phosphate Tablets 

每片含对乙酰氨基

酚 300mg，咖啡因

15mg，磷酸可待因

8mg 

Teva Canada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不限定商品名 

26-133 注射用达托霉素 

Daptomycin for 

injection/Cubicin 

/Cubicin RF 

500mg/Vial 

Cubist 

Pharmaceuticals, 

LLC/Merck & Co.,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商品名

Cubicin RF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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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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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8-61  
缬沙坦氢

氯噻嗪片 

Valsartan and 

Hydrochlorothia

zide 

Tablets/Diovan 

Hct 

每片含缬沙坦

320mg，氢氯噻嗪

1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

ls Corp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缬沙坦在国内获批的最大用法用量

为 160mg，320mg 不符合国内用法用

量，审议未通过。 

48-62  
缬沙坦氢

氯噻嗪片 

Valsartan and 

Hydrochlorothia

zide 

Tablets/Diovan 

Hct 

每片含缬沙坦

320mg，氢氯噻嗪

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

ls Corp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48-63  

奥美拉唑

碳酸氢钠

胶囊 

Omeprazole and 

Sodium 

Bicarbonate 

Capsules/Zegeri

d OTC 

奥美拉唑 20mg，

碳酸氢钠 1.1g 

Bayer 

Healthcare LL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本品已于第 40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64  

乙酰半胱

氨酸注射

液 

Acetylcysteine 

Injection 

/Acetadote 

30ml:6g

（200mg/ml） 

Cumberland 

Pharmaceutica

l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采用除菌过滤工艺，

国内上市品种可耐受终端灭菌，审议

未通过。 

48-65  

奥替尼啶

双盐酸盐

皮肤外用

溶液 

Otinidine 

dihydrochloride 

cutaneous 

solution/Octeni

sept 

0.1g奥替尼啶双

盐酸盐、2.0g苯

氧乙醇/100g 

Schülke & Mayr 

GmbH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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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8-66  

聚乙二醇

4000散

（儿童

型） 

Macrogol 4000 

Powder/Forlax 
4g 

Ipsen Consumer 

Healthcare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申请人仅提供了临床文献资料，且未

涵盖本品国外批准的全部年龄段人

群，审议未通过。 

48-67  
注射用头

孢呋辛 

Cefuroxime 

Powder for 

Solution for 

Injection/Aprok

am 

50mg（按

C16H16N4O8S计） 

Laboratoires 

Thea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本品已于第 31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68  

婴幼儿无

糖无色对

乙酰氨基

酚混悬液 

Paracetamol 

Infant Sugar 

Free Colour Free 

Suspension/ 

Calpol  

24mg/ml 
McNeil 

Products Ltd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本品原研不明确，拟申请参比制剂为

欧盟上市的仿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

地位，审议未通过。 

48-69  

注射用乳

糖酸克拉

霉素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Clarithromycin/ 

Klaricid、

Klacid、Biclar、

Zeclar 

500mg Mylan  
欧盟上

市 

本品已于第 45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70  

注射用乳

糖酸克拉

霉素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Clarithromycin/ 

Klaricid 

500mg 
Mylan Products 

Limited 
 

英国上

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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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8-71  
盐酸氨溴

索片 

Ambroxol 

Hydrochloride 

Tablets/Mucosol

van 

15mg 
帝人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低于国内批准

的单次最小用量，审议未通过。 

48-72  

盐酸甲氧

氯普胺注

射液 

Metoclopramid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mg/2ml 
日医工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处方中含非必须的

抗氧剂焦亚硫酸钠，处方不合理，审

议未通过。 

48-73  
复方氨甲

环酸片 

 Compound 

tranexamic acid 

tablets 

氨甲环酸

187.5mg、L-半胱

氨酸 60mg、抗坏

血酸（维生素 C）

75mg、盐酸吡哆

醇（维生素 B6）

1.5mg、泛酸钙

6mg 

DAIICHI SANKYO 

HEALTHCARE 

CO.,LTD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8-74  
二羟丙茶

碱注射液 

Diprophylline 

Injection 
2ml：300mg 

日新制药株式

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8-75  

盐酸去氧

肾上腺素

注射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1:1mg 興和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本品已于第 45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76  

盐酸去氧

肾上腺素

注射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l:5mg 興和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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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8-77  
炉甘石洗

剂 
Calamine lotion  

含炉甘石 15%、氧

化锌 5% 

The Boots 

company PLC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本品原研不明确，拟申请参比制剂缺

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

未通过。 

48-78  

注射用还

原型谷胱

甘肽 

Reduced 

Glutathione for 

Injection 

600mg 

Biomedica 

Foscama 

Industria 

Chimico 

Farmaceutica 

S.p.A 

 
意大利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地位不明确，缺

乏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

未通过。 

48-79  

注射用还

原型谷胱

甘肽 

Reduced 

Glutathione for 

Injection 

600mg 
Teofarma 

S.r.l. 
 

意大利

上市 

本品已于第 44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80  
注射用丙

戊酸钠 

Sodium Valproate 

for Injection/ 

Depakine（德巴

金） 

0.4g 

Sanofi 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国内上市的

原研药品 

原研进

口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81  
吡诺克辛

滴眼液 

Pirenoxine Eye 

Drops 
0.75mg：87mg/包 

Senju 

Pharmaceutica

l Co.,Ltd. 

国内上市的

原研药品 

原研进

口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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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8-82  
盐酸伐昔

洛韦片 

Valacyclovir 

Hydrochloride 

Tablets/Valtrex 

1g 
GlaxoSimthKli

ne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83  
甲硝唑阴

道凝胶 

Metronidazole 

Vaginal Gel 
0.75% 

Oceanside 

Pharmaceutica

ls 

原研授权仿

制药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84  

盐酸帕洛

诺司琼注

射液 

Palonosetro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Aloxi 

0.075mg:1.5ml

（0.05mg/ml）

（以 C19H24N2O计） 

Mundipharma 

Pharmaceutica

ls Pte Ltd 

 
新加坡

上市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8-85  

缬沙坦氨

氯地平片

（II） 

Valsartan and 

Amlodipine 

Tablets （II） 

每片含缬沙坦

160mg，氨氯地平

5mg 

Novartis 

Pharma AG，

Basle，

Switzerland 

 
中国香

港上市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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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

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上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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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公开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838875a268231d403950ea89fa869ac8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7 日 

  为进一步引导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产品科学合理开发，我中心组织撰写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

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

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孙艳喆 

  联系方式：sunyzh@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8月 17日 

 

 

附件 1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附件 3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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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838875a268231d403950ea89fa869ac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282d4f6d767734adfbf2b7724c82082b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2bc54899e7e4f0fdc78cb9f53991280f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4e4f2e5a5c0fc0e017e0e1524145b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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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 月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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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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经口吸入制剂（Orally Inhaled Drug Products, OIDPs），2 

指通过口腔吸入途径将药物递送至呼吸道和/或肺部以发挥3 

局部或全身作用的制剂，主要用于呼吸系统疾病及其他疾病4 

的治疗。 5 

基于临床治疗的需要，经口吸入制剂包括多种不同剂型，6 

且递药系统复杂。临床用药人群的年龄跨度较大，躯体状态7 

及适宜给药方式也有差别。因此，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的评8 

价要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020 年 12 月药品审评9 

中心发布了《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10 

（2020 年第 49 号）[1]，对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的人体生物11 

等效性研究提出要求。对于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12 

制剂仿制药，除了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之外，参照药品审评13 

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临14 

床技术要求》（2020 年第 29 号）[2]，因难以获得原研药品15 

完整临床试验数据，可能影响对原研药品进行充分临床评价，16 

故通常需开展必要的临床试验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17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 18 

本指导原则是在《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临床技术19 

要求》[2] 的基础上，对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开展“以支持仿20 

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2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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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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实施条件和设计要点提出建议，供研发企业及临床研究22 

单位参考。 23 

本指导原则是基于当前研发实践的总结，仅代表药品监24 

管机构现阶段的观点和认识，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实践经25 

验的积累，将不断完善本指导原则的内容。 26 

二、适用范围 27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经口吸入28 

制剂仿制药。根据现行化学药品注册分类要求[3] ，包括 3 类29 

（仿制境外上市但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药品），也包括一30 

部分 5.2 类（境外上市的仿制药品）。 31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针对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32 

病（慢阻肺，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COPD）33 

而开发的特定药理作用机制的单方和复方经口吸入制剂仿34 

制药。特定药理作用机制的药物包括吸入性糖皮质激素35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短效 β2 受体激动剂36 

[Short-acting beta2-agonists, SABA]、长效 β2 受体激动剂37 

[Long-acting beta2-agonists, LABA]、短效抗胆碱药物38 

[Short-acting muscarinic anticholinergic，SAMA]、长效抗胆碱39 

药物[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icholinergic，LAMA]。 4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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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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适用的经口吸入制剂剂型主要包括吸入气41 

雾剂、吸入粉雾剂、吸入喷雾剂、吸入液体制剂。 42 

三、总体原则 43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同样遵循44 

仿制药研究与评价的一般原则，即通过研究证明仿制药与原45 

研药品（参比制剂1）质量与疗效的一致性。 46 

首先应开展仿制药与原研药品在药学方面的全面系统47 

的比较研究，然后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再基于同活性48 

成份药品的境内外上市情况，以及我国患者使用同活性成份49 

药品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结合同活性成份药品不同50 

剂型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等，对申报仿制药用于我国患者的51 

获益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如果已有资料证据能够充分支持获52 

益风险评估且评估结果为获益大于风险的，申报仿制药可不53 

再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54 

为目的的临床试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不符55 

合以上条件的申报仿制药需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56 

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 57 

四、具体考虑 58 

（一）试验的实施条件 59 

                                                             

1 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参比制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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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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活性成份药品境内上市情况及同活性成份不同60 

剂型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分析，分为以下情形： 61 

1、如果相同活性成份、不同剂型的经口吸入制剂药品62 

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相同适应症，且在我国患者中使用63 

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同时，具有充分证据支持不同剂型64 

之间具有明确的剂量效应关系（支持剂型之间获益风险特征65 

的桥接），则在与参比制剂的药学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达66 

到一致性评价标准[1]的情况下，可考虑豁免“以支持仿制药用67 

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 68 

2、如果相同活性成份、不同剂型的经口吸入制剂药品69 

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相同适应症，且在我国患者中使用70 

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但是，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同剂型71 

之间具有明确的剂量效应关系（无法支持剂型之间获益风险72 

特征的桥接），应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73 

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 74 

3、如果相同活性成份、相同或不同剂型的经口吸入制75 

剂药品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与申报仿制药不同的适应症，76 

且在批准适应症我国患者中使用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则77 

应结合适应症之间的疾病特征相似性、境内外医疗实践差异78 

和类似机制药物临床研究情况等，考虑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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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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必80 

要性。 81 

上文中提到的“相同活性成份”是指相同成份的单方制剂82 

或与申报仿制药所含各成份完全相同的复方制剂。 83 

 原研药品（参比制剂）拟申报适应

症我国患者人群是否有充分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数据 

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考虑 

我国批

准情况 

同成份 同剂型 同适应症 

1 √ × √ 如果相同活性成份、不同剂型的经口吸入制剂

药品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相同适应症，且

在我国患者中使用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同

时，具有充分证据支持不同剂型之间具有明确

的剂量效应关系（支持剂型之间获益风险特征

的桥接），则在与参比制剂的药学和人体生物

等效性研究达到一致性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可

考虑豁免“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 

2 √ × √ 如果相同活性成份、不同剂型的经口吸入制剂

药品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相同适应症，且

在我国患者中使用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但

是，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不同剂型之间具有明确

的剂量效应关系（无法支持剂型之间获益风险

特征的桥接），应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

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

试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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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如果相同活性成份、相同或不同剂型的经口吸

入制剂药品已在境内上市，批准用于与申报仿

制药不同的适应症，且在批准适应症我国患者

中使用的获益风险特征已明确，则应结合适应

症之间的疾病特征相似性、境内外医疗实践差

异和类似机制药物临床研究情况等，考虑开展

“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必要性。 

（二）试验的设计关注点 84 

建议采用随机、盲法、平行对照设计。 85 

研究人群应符合目标治疗人群特征。根据仿制药拟申报86 

适应症，在我国对应患者人群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87 

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 88 

对照药建议优先选择已在我国上市的相同药理机制、相89 

同适应症、相同剂型的原研进口药品。若无法实现，也可选90 

择其他对照方式，需提供合理依据。 91 

研究剂量原则上应覆盖临床常用剂量和最高剂量。对于92 

具有多个规格的药品，可以根据不同规格临床使用的人群、93 

使用条件、剂量递增要求等，决定是否有必要逐个在试验中94 

使用。 95 

五、其他相关问题 96 

（一）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的区别和联系 9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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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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临床技术要求》[2]，98 

对于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的仿制药的临床试验要求，99 

需结合原研药品临床评价结果及制剂学两个方面的因素综100 

合考虑后确定。根据药学和生物药剂学特征，考虑开展必要101 

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基于临床评价结果的考虑，可能需102 

要开展必要的临床试验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103 

性和有效性评价。 104 

因此，开展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与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105 

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具有106 

不同的研究目的。对于可豁免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的品种，107 

并不一定同时满足豁免“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108 

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条件。例如，我国尚无109 

同活性成份经口吸入制剂获批的吸入液体制剂（真溶液）仿110 

制药，通常可以通过药学质量一致性评价生物等效性，而通111 

常不再要求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但是，如果已有资112 

料证据不足以支持该品种上市的获益风险评估时，其仍需开113 

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114 

的的临床试验。 115 

《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1]中116 

提出，部分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开展“随机对照临床试验”，117 

作为仿制药与参比制剂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要求的一部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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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1 

 

对于按照《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119 

开展以支持人体生物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随机对照临床试120 

验，同时还需要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121 

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品种，可以设计完成一项随122 

机对照试验，在评估我国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纳入123 

生物等效性评估元素。考虑到这类临床试验设计的复杂性，124 

鼓励研发企业与临床专家和临床药理学专家进行充分讨论，125 

研究制定合理方案，并与药审中心保持良好沟通。 126 

（二）境外上市的仿制药品数据的使用 127 

已在境外上市的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申请进口时，研究128 

与评价要求与境内仿制药一致，所提供的研究数据需符合我129 

国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否则需参照我国要求开展研究。 130 

（三）与我国已上市药品的成份含量或用法用量不同的情况 131 

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上市的含有相同活性成份的经口吸132 

入制剂可能存在成份含量或用法用量方面的差异。在考虑仿133 

制研发之初，需充分调研差异的原因及依据，并对比我国临134 

床用药特征及境内已上市含同活性成份药品的临床应用情135 

况，综合考虑仿制研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申报仿制药136 

的成份含量或用法用量与我国已上市药品有明显差异，且缺137 

乏对差异的合理解释时，不建议进行该仿制药的开发。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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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稿）》起

草说明 

 

为进一步引导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产品科学合理开发，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

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经口吸入制剂是一类临床应用广泛、仿制药开发热度高、但仿制药评价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殊制

剂。为进一步引导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产品科学合理开发，避免不必要的研究资源浪费，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

草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化药临床一部牵头，于2021年2月启动，2021年4月形成初稿，经中心内部各相关专业讨论，

2021年6月形成修订稿。经部门讨论、技术委员会审核，并征求部分专家和研发企业意见后，形成公开征求意

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是在 2020年 10 月发布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临床技术要求》（2020年第 29号）的基

础上，对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临床试验的

实施条件和设计要点提出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前言阐述了指导原则的撰写背景、制定目的、实施后拟解决的问题。 

第二部分适用范围介绍了指导原则适用的药物注册分类、药理作用机制、剂型范围。 

第三部分总体原则介绍了吸入制剂仿制药研究与评价的一般原则，即从药学研究、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临床研究这三方面研究证明与参比制剂的质量与疗效的一致性。 

第四部分具体考虑，第一方面是试验的实施条件，根据同活性成份药品境内上市情况及同活性成份不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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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分 3种情形分析开展“以支持仿制药用于中国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为目的的

临床试验的必要性。第二方面是试验的设计关注点，从研究人群、对照药、给药剂量与规格等试验设计要点提

出意见。 

第五部分其他相关问题，阐述了既往审评中常见的、业界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的考虑，包括与“人体生物

等效性研究”的关系、境外数据的使用、与我国已上市药品用法用量不同情况等。 

第六部分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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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经口吸入制剂仿制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稿）》意

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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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化学药品国家标准提高研究用样品和资料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18.jhtml                   时间: 2021-08-17 

 

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委梳理了因收集不到样品而无法开展标准提高工作的化学药品种（见附件 1）。

为进一步提高药品质量，保障国家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充分发挥企业在国家标准制修订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现再次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征集标准提高课题研究用样品和资料（见附件

2）。请上述药品生产企业积极配合，按要求于 2021年 9月 30日前将样品和资料寄至各品种

相应的承担单位。 

 

 

 

 

附件：  附件 1：化学药品标准提高征集样品品种目录.xlsx 

 附件 2：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所需样品和资料清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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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学药品标准提高征集样品品种目录 

序号 品种名称 承担单位 

1 奥芬溴铵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2 硫酸庆大霉素泡腾片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3 盐酸右异可利定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4 注射用新鱼腥草素钠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5 羧甲司坦含片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6 鞣酸小檗碱 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7 鞣酸小檗碱片 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8 阿司匹林维生素 C肠溶片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9 头孢克洛泡腾片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10 盐酸头孢卡品酯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11 盐酸头孢卡品酯片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12 硫酸巴龙霉素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13 硫酸巴龙霉素片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14 吲哚美辛滴眼液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15 三水杨酸胆碱镁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16 三水杨酸胆碱镁片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17 阿苯达唑咀嚼片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8 丙戊酰胺胶囊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9 铋镁豆蔻片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20 苦参素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1 苦参素片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2 苦参素分散片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3 苦参素软胶囊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4 苦参素注射液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5 苦参素氯化钠注射液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6 苦参素葡萄糖注射液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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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注射用苦参素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8 硫酸头孢噻利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9 注射用硫酸头孢噻利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0 盐酸多西环素干混悬剂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1 阿折地平胶囊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2 拉克替醇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3 拉克替醇散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4 普卢利沙星胶囊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5 西吡氯铵滴眼液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36 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栓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37 萘普生分散片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38 萘普生钠注射液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39 比沙可啶栓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40 布洛芬口服溶液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41 中性蛋白酶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42 硫酸特布他林吸入粉雾剂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43 氨酚麻美口服溶液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4 氨酚沙芬口服溶液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5 氨酚伪麻氯汀片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6 乳酸诺氟沙星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7 注射用乳酸诺氟沙星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8 谷氨酸诺氟沙星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9 谷氨酸诺氟沙星注射液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50 注射用谷氨酸诺氟沙星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51 谷氨酸诺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52 酮咯酸氨丁三醇分散片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53 酮咯酸氨丁三醇片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54 庚酸炔诺酮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5 伊维菌素咀嚼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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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克林霉素磷酸酯阴道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7 阿莫西林舒巴坦匹酯咀嚼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8 阿莫西林口腔崩解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9 头孢克肟口腔崩解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60 富马酸伊布利特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61 富马酸伊布利特注射液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62 阿糖腺苷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63 阿魏酸钠注射液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64 桉油尿素乳膏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65 菠萝蛋白酶肠溶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66 菠萝蛋白酶肠溶片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67 醋柳黄酮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68 醋柳黄酮片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69 大蒜素肠溶胶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0 地喹氯铵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1 淀粉酶口服溶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2 二维三七桂利嗪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3 呋喃妥因肠溶胶囊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74 呋喃妥因栓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75 呋喃西林乳膏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76 复方地蒽酚软膏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77 复方葛根氢氯噻嗪片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78 复方磺胺对甲氧嘧啶片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79 复方磺胺间甲氧嘧啶片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80 复方磺胺脒片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81 复方氯丙那林溴己新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82 复方牛磺酸胶囊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83 复方水杨酸甲酯薄荷脑油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84 复方胃膜素胶囊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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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复方硝酸戊四醇酯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86 复方盐酸赖氨酸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87 复方氧化锌软膏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88 桂利嗪胶囊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89 核黄素四丁酸酯胶囊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90 核黄素四丁酸酯片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91 角鲨烯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2 角鲨烯胶丸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3 卡马西平胶囊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94 利巴韦林眼膏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95 利福定片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96 利福平胶丸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7 硫酸卡那霉素胶囊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98 硫酸卡那霉素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99 萝芙木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0 萝芙木片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1 铝镁咀嚼片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102 吗多明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03 吗多明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04 吗多明气雾剂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05 美索巴莫胶囊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106 木瓜酶肠溶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07 氢氯噻嗪可乐定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108 曲克芦丁羟丙茶碱胶囊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09 曲克芦丁羟丙茶碱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10 炔诺孕酮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11 瑞香素胶囊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12 色甘酸钠滴鼻液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13 色甘酸钠气雾剂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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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双嘧达莫缓释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15 双嘧达莫注射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16 土霉素软膏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117 维生素 C泡腾颗粒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18 维生素 C泡腾片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19 维生素 D2片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120 维生素 D2丸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121 胃膜素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122 胃膜素胶囊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123 硝酸硫胺片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124 新鱼腥草素钠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25 盐酸地美索酯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126 盐酸地美索酯片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127 盐酸甲氧那明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28 盐酸美司坦片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29 盐酸尼卡地平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30 盐酸托哌酮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31 盐酸托哌酮胶囊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32 盐酸托哌酮片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33 鱼腥草素钠栓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34 月见草油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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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所需样品和资料清单 

 

一、原料药 

1.资料 

（1）综述。包括通用名、化学名、英文名、汉语拼音，项目选题依据及历史沿革等。 

（2）原料药的执行标准以及对标准的修订意见、建议及支持性数据和图谱。 

（3）原料药的生产工艺。包括原料药的工艺流程图，特别应注明各步骤使用的化学试剂及有

机溶剂。 

（4）原料药中间体的质量控制，包括生产单位、相关质量标准及检验报告。 

（5）原料药的质量研究资料（含数据和图谱）。 

（6）原料药的稳定性研究总结。包括上市前及上市后稳定性研究综述，并附相关研究结果的

数据和图谱。 

2.样品 

（1）请提供三批样品（三倍以上检验量，最好有一批为近效期样品）及自检报告书 

（2）反应原料、反应中间体、成品的粗品以及已知杂质的自制工作对照品（一般情况下各10g；

对于贵重产品或酌情减量）。 

 

 

二、制剂 

1.资料 

（1）综述。包括通用名、化学名、英文名、汉语拼音，项目选题依据及历史沿革等。 

（2）制剂的执行标准以及对标准的修订意见及建议 

（3）药品制剂说明书 

（4）制剂处方和生产工艺，工艺中使用的有机溶剂需详细注明。 

（5）制剂原辅料的质量控制，包括生产单位、相关质 

量标准及检验报告。 

（6）制剂的质量研究资料（含数据和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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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剂的稳定性研究总结。包括上市前及上市后稳定性研究综述，并附相关研究结果的数

据和图谱。 

（8）固体口服制剂的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试验资料。提供注册时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

性的研究资料，并附相关实验数据与图谱。 

2.样品 

（1）一个品种一个规格，请提供三批样品（三倍检验量以上，最好有一批为近效期样品）；

一个品种两个规格，每个规格请提供两批样品（三倍检验量以上，最好有一批 

为近效期样品）；三个规格以上的，每个规格各提供一批样品（三倍检验量以上，均在有效

期内）。 

（2）如辅料对标准执行产生干扰，应提供适量的空白辅料。 

（3）自检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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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d3092a2592e5097bb60b34d54224336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8 日 

     随着抗肿瘤药物研发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种药物可以应用于不同瘤种、同一瘤种的不同阶段或人群，还可以

与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随着研究人群不断扩大，积累的安全性信息也越来越多。 

       药品说明书是药品安全性信息最主要的载体，是指导安全、合理使用药品的重要法定文件。在一种药物单药以及联合用药

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使用者，如何科学、全面、清晰、简洁、易读的在说明书中呈现药物在不同使

用场景下的安全性特征，切实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是目前监管方及业界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药品审评中心组织撰写了《抗

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仝昕 

       联系方式：tongx@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 月 18 日 

 

附件 1 ：《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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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d3092a2592e5097bb60b34d5422433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ef0b71c21bee2b4091d8848bb581f5a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111bd8e41422d8a4595e7a56b882bc5c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92ff16b7352967966a5a3621bc9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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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基于肿瘤发生发展的复杂性，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2 

使用一直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式。随着药物研发的进展，3 

特别是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药物研发的不断深入，4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种药物可以应用于不同瘤种、同一5 

瘤种的不同阶段或人群，还可以与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6 

随着研究人群不断扩大，积累的安全性信息也越来越多。 7 

药品说明书是药品安全性信息最主要的载体，是指导安8 

全、合理使用药品的重要法定文件。按照我国现行药品监管9 

要求，药品说明书仅有一个版本，同时向临床医师、药师、10 

护师、患者等提供必要的药品信息，因此在一种药物单药以11 

及联合用药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12 

使用者，如何科学、全面、清晰、简洁、易读的在说明书中13 

呈现药物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安全性特征，切实保障患者用14 

药安全，是目前监管方及业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15 

目前我国抗肿瘤药品说明书中【不良反应】项下的安全16 

性数据可采用每个临床试验单独列出或多个临床试验数据17 

汇总呈现的形式。本项指导原则重点讨论不良反应数据采用18 

汇总呈现的一般考虑，尚不能涵盖所有情形。如有未能阐明19 

的个性化问题，可根据药物研发的具体情况采用沟通交流的20 

方式解决。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抗肿瘤治疗性药物，不涵盖细21 

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产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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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知。随23 

着科学试验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与24 

更新。应用本技术指导原则时，还请同时参考国际人用药品25 

注 册 技 术 协 调 会 （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26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27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和其他国内外已发布28 

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29 

二、整体考虑 30 

药品说明书中【不良反应】项下主要包括不良反应31 

（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的发生类型、频率、严重程32 

度和重要不良反应的特征及转归，是临床医师、药师、护师、33 

患者等了解产品安全性特征的主要信息来源。本着保障患者34 

用药安全的监管理念，兼顾说明书不同使用者的阅读需求，35 

说明书该部分内容应遵循科学、全面、清晰、简洁和易读的36 

基本原则，保证不同的使用者能够直观的获取到重要且必要37 

的药品安全性信息，避免冗长、不必要的数据堆砌，干扰了38 

使用者对药品风险的认知和把控，从而更有利于指导安全、39 

合理的使用药品。  40 

1、确保全面准确的采集安全性数据 41 

基于不同的作用机制，抗肿瘤药物可以在多个适应症人42 

群开展单药和/或联合的临床研究。采用科学的合并策略，汇43 

总不同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数据可以更准确的评估药品已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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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反应，并且有助于发现少见及罕见的不良反应。借助45 

更大的安全性数据库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剂量依赖性、时间依46 

赖性的不良反应，以及各种内在和外在影响安全性的因素，47 

以期全面反映药品的安全性特征。 48 

申办方开展临床研究过程中应当全面收集药物的安全49 

性数据，并采用标准的 MedDRA 首选术语。对于具有医学意50 

义等同的 ADR 以不同医学术语报告的，建议合并术语进行51 

分析。 52 

 药物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需经充分全面评53 

估，参照已公布的《抗肿瘤创新药上市申请安全性总结资料54 

准备技术指导原则》及相关指南，确定与治疗药物相关后再55 

列入说明书中，避免列入与药物不相关的安全性数据。 56 

2、保持呈现形式的相对稳定 57 

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中【不良反应】项下的安全性数据可58 

采用每个临床试验单独列出或多个临床试验数据汇总呈现59 

的形式。由于不同药品累积的安全性数据量差异较大，申办60 

方可基于药品研发的整体情况选择合理的呈现形式，例如当61 

药物首个适应症或者一些罕见疾病，不良反应数据来源于少62 

数几项甚至一项临床试验，不良反应部分可以按照单个临床63 

研究分别呈现，或者采用活性药物对照时为体现产品安全性64 

特征的差异可选择单独列出。 65 

为了保证药品说明书使用者系统、连贯的了解产品的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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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特征，不良反应数据的呈现形式应保持相对稳定，因此67 

申办方在药品首次上市撰写说明书的时候应尽可能前瞻性68 

的考虑到后续增加适应症及更新安全性信息的可能性，选择69 

合理的呈现形式。随着临床研发的进展，当药品积累更多的70 

安全信息，原来的呈现形式逐渐不适用于新增的安全性数据71 

时，可考虑进行相应的调整。 72 

药物的安全性信息包括不良反应发生频率、严重程度、73 

预防、发现和管理等，应在说明书中固定位置呈现，尽量避74 

免不必要的重复，如药物不良反应应首先在【不良反应】的75 

列表中呈现，重要的 ADR 的预防、发现和管理通常在【注意76 

事项】或其他相应章节中呈现。如果需要可在同一说明书的77 

其他章节或者联合用药中其他产品的说明书中进行引用。 78 

3、应用科学的合并策略  79 

临床研究药物不良反应数据的合并策略应综合考虑研80 

究设计是否相似，包括患者的疾病特征、事件定义、用法用81 

量、处方/剂型、持续时间、研究方法等，结合在不同情形下82 

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包括类型、频率、性质、严重程83 

度等，评估能否合并。 84 

不同临床研究中药物不良反应特征整体一致，建议合并，85 

并汇总在 ADR 表中呈现。如果部分特定的不良反应的发生86 

率、严重程度、特征（如用药至事件发生时间、持续时间、87 

结局等）有差异且具有临床意义，则建议对其单独列出或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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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以提供不同情形下使用该产品更为详尽的安全性信息。 89 

不同的临床研究中药物的安全性特征整体不同且具有90 

临床意义，如果合并分析可能导致 ADR 发生率、严重程度91 

出现偏倚，此时不宜合并，建议单独列出并分别进行描述。  92 

4、累积安全性数据的适时更新 93 

在药物的生命周期中随着暴露量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94 

可能会识别新的 ADR，或已知的 ADR 的特征可能会发生改95 

变。申办方应对相关 ADR 信息进行全面评估，根据结果纳96 

入药品安全性特征中，并相应地在说明书中进行更新。 97 

当已上市药物增加新适应症时，如果说明书中现有的安98 

全性数据库代表了足够大的患者人群，并且已充分体现药物99 

的不良反应特征，新增临床研究的安全性数据经评估后未见100 

新的风险信号，可与监管部门沟通是否需要进行说明书安全101 

性信息的更新。 102 

三、撰写要求 103 

1、数据合并时不良反应发生频率评价的考量 104 

对 ADR 发生频率的评价，要考虑到不同试验间、不同105 

治疗组间治疗持续时间的不同。在整体分析中，可以考虑采106 

用最具代表性的暴露时间的发生比例来计算发生率，也可考107 

虑采用累积的发生比例。 108 

2、合并的情形 109 

参照上文的药物不良反应的合并策略的基本原则，应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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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适应症或剂型，为说明书使用者提供有意义的药物的总111 

体安全性特征。总体信息可在 ADR 列表中呈现，在 ADR 表112 

格下的“特定药物不良反应”下可以呈现特定 ADR 的其他相113 

关详细信息，例如结局、发生时间、与剂量之间的相关性、114 

暴露持续时间、患者风险因素、可逆性、特殊人群的发生情115 

况等（如适用），这些信息对医护专业人员非常有意义。以116 

下列出了可以合并的部分情形。 117 

(1) 不同适应症: 如果药物应用于同一瘤种的不同阶段或118 

人群，以及不同的瘤种，如果药物的 ADR 符合上述合119 

并原则，则可以合并呈现。不同肿瘤背景下由于人群特120 

征等不同导致 ADR 的差异可以单独说明。 121 

(2) 不同用法用量或给药周期：如果药物存在多种用法用量，122 

不同情形下药物的 ADR 符合上述合并的原则，则可以123 

合并呈现。例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不同给药周期、固124 

定剂量及按照公斤体重给药等给药情况下药物相关的125 

安全性特征差异无临床意义，可以考虑合并。 126 

(3) 不同处方/给药途径：当药品不同的处方用于不同的给127 

药途径，如静脉输注改为皮下给药，对于药物全身暴露128 

导致的系统不良反应差异无临床意义，可以考虑进行合129 

并，如果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则应分别列出。改变给药途130 

径后注射部位局部的不良反应差异可单独列出。 131 

(4) 不同联合方案：当联合的药物不同但整体的药物 ADR13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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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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及严重程度等差异无临床意义，如免疫检查点抑制133 

剂联合不同的化疗方案时，如果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在134 

不同的联合方案中差异无临床意义，可以考虑合并。 135 

(5) 单药及联合用药：如果单药的安全性特征和联合用药差136 

别无临床意义，可以考虑合并。 137 

(6) 生物类似药研发新适应症：当生物类似药增加既往原研138 

产品未批准的新适应症时，说明书中整体安全性信息可139 

按照生物类似药一般原则引用原研产品信息。针对新适140 

应症下出现的新的安全性信息，经评估后和整体安全性141 

信息差异有临床意义的情形下予以单独描述。  142 

3、不合并的情形 143 

当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不同情形下整体安全性特征差异具144 

有临床意义，合并会影响对不良反应发生率及严重程度的判145 

定，建议单独列出。不建议合并的情形举例如下： 146 

(1) 不同适应症：对于不同适应症或者受试者的人群疾病特147 

征差异比较大如肿瘤和非肿瘤适应症，建议单独列表。148 

有些情形下可使用单独的说明书。 149 

(2) 不同用法用量或给药周期：在不同疾病背景下使用的药150 

物的剂量和/或周期不同，导致的药物安全性特征不同，151 

比如给药剂量越高 ADR 的发生率更高，或者出现新的152 

ADR，则不建议合并。 153 

(3) 不同的联合方案：联合方案的作用机制不同导致整体的15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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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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ADR 类型及严重程度存在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则155 

不建议合并。例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对比联合156 

其他的免疫调节剂。 157 

(4) 其他不宜合并的情形：如不同研发阶段或者来源的数据，158 

因数据质量、时间或分析方法等差异，因而导致安全性159 

信息等可能无法合并。 160 

4、联合用药不良反应数据的呈现考量 161 

对于联合治疗，药品说明书须包含指导如何安全、有效162 

地使用联合用药的相关信息，明确注明联合用药中的各单药163 

说明书应互相参考。如果联合用药中每个药品的 ADR 和单164 

药相比特征未发生改变，说明书中可注明参见单药的说明书。165 

如果联合用药临床试验出现新的 ADR或已知 ADR特征发生166 

改变且具有临床意义，需判断 ADR 与联合用药中各单药的167 

相关性，并结合该药物是否获批相应适应症撰写说明书。 168 

情形一：A 药及 B 药均获批该适应症 169 

如果 ADR 明确仅与联合用药的一种药物相关且此药物170 

获批该适应症，建议 ADR 信息仅纳入此药物的说明书中。171 

如果新安全性信息可能与联合用药中的两种或多种药物相172 

关，或无法明确和各单药的相关性，则 ADR 信息应纳入获173 

批该适应症的每个药物的说明书中。 174 

情形二：A 药获批该适应症，B 药未获批该适应症 175 

新的ADR信息将列入获批该适应症的A药的说明书中。 176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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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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 相关性 说明书撰写 

情形一：A 药及

B 药均获批该适

应症 

仅 A 药相关 A 药说明书 

仅 B 药相关 B 药说明书 

A 和 B 均相关或者无法判

定相关性 

A 和 B 的说明书均列入 

情形二：A 药获

批该适应症，B

药未获批该适应

症 

仅 A 药相关 A 药说明书 

仅 B 药相关 A 药说明书 

A 和 B 均相关或者无法判

定相关性 

A 药说明书 

如果联合用药出现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且临床使用时177 

必须考虑等其他特殊情形，将酌情讨论是否将该 ADR 信息178 

列入联合用药中所有药物（包括未批准该适应症的药物）的179 

说明书中予以警示。 180 

单药治疗和联合治疗的安全性特征相似，请参阅上文的181 

合并策略。原则上仅在【不良反应】项下一处呈现，无需联182 

合治疗章节中重复出现。但单药与联合治疗存在任何有临床183 

意义的差异时，则需要表述。多种联合治疗存在不同的安全184 

性特征且具有临床意义，可增加专门的表格列出或者描述该185 

差异。     186 

5、特殊人群 187 

就总体安全性特征而言，参照上文一般原则相同的合并188 

策略，即合并新的安全性数据，但安全性特征有不同的情况18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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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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如在特殊人群中发现任何特有的重要已识别或潜在风190 

险，建议在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或禁忌等章节单独描述，必191 

要时可交叉引用说明书其他章节。例如儿童患者，经充分评192 

估后安全性特征和成人患者的相似，可以酌情考虑是否与成193 

人患者的信息合并，或者在说明书中注明儿童患者和成人患194 

者的安全性特征无临床意义的差异。若药物在儿童患者中存195 

在独特的安全性特征，则应特别描述或单独列出。 196 

四、其他需要关注的要点 197 

1、在全球安全性数据下中国患者数据的呈现方式 198 

随着中国临床研发质量及数量的不断提高，无论是中国199 

发起的临床研究，还是中国加入的国际多中心研究不断增加。200 

对于撰写中国说明书的安全性数据库，主要考虑因素是中国201 

患者的安全性数据是否和全球的安全性数据一致，以及将中202 

国患者数据纳入到全球数据库后是否导致某些不良反应的203 

发生率出现有临床意义的差异。 204 

如果全球的数据库充分反映药物的安全性特征，中国患205 

者数据（桥接、扩展、加入随机对照研究）和全球的安全性206 

数据一致，将中国患者数据纳入到全球数据库后未导致某些207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出现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可以与监管部门208 

沟通后，考虑无需单独列出中国数据或不与已有的全球安全209 

性数据合并。 210 

如果中国患者数据和全球的安全性数据整体相似，但存2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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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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关注的特定不良反应发生率或严重程度增加相关的问212 

题，例如中国患者中肝毒性，血液毒性增加的情况下，经分213 

析认为差异具有临床意义，建议针对与全球不一致的中国特214 

异的安全性数据单独说明。 215 

2、对照组数据的呈现方式 216 

当说明书中不良反应数据采用汇总的形式时，通常无需217 

呈现对照组的数据。在某些情形下例如采用阳性对照需要提218 

供必要的安全性对比数据体现产品差异，可以根据具体情况219 

列出相应数据。 220 

3、加强沟通交流 221 

考虑目前抗肿瘤药物单药及联合用药具有较高的复杂222 

性和多样性，本文提供的建议可能无法涵盖全部情形。建议223 

申办方可在临床研发过程中的合适的时间点，通过沟通交流224 

等途径，针对申报产品的安全性数据库及合并策略与监管机225 

构进行讨论。 226 

    总之，随着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持续推进，新型作用机制227 

的药物、新型抗肿瘤药物联合以及新的适应症人群的不断探228 

索，对于药物的安全性特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了解，说明229 

书中药物安全性信息的呈现应切合当前的各方需求。积极鼓230 

励业界和监管方在此过程中加强沟通和合作，不断完善说明231 

书中的安全性信息，切实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23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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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在一种抗肿瘤药物单药以及联合用药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需要科学、全面、清晰、简洁、易

读的在说明书中呈现药物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安全性特征，以切实保障临床用药安全。为解决上述问题，化药

临床一部相关适应症小组组织撰写了《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随着药物研发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种药物 

 可以应用于不同瘤种、同一瘤种的不同阶段或人群，还可以与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随着研究人群不断

扩大，积累的安全性信息也越来越多。  

药品说明书是药品安全性信息最主要的载体，是指导安全、合理使用药品的重要法定文件。按照我国现行药品

监管要求，药品说明书仅有一个版本，同时向临床医师、药师、护师、患者等提供必要的药品信息，因此在一

种药物单药以及联合用药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使用者，如何科学、全面、清晰、简

洁、易读的在说明书中 

 呈现药物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安全性特征，切实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是目前监管方及业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指导原则将重点讨论不良反应数据采用汇总呈现的一般考虑。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抗肿瘤治疗性药物，不涵盖

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产品。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化药临床一部牵头，自2021年1月启动，2021年5月形成初稿，经药审中心内部讨论，征求部分国

内及国外企业的意见，经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首先介绍了起草指导原则的背景，之后从整体考虑、撰写要求和其他需要关注的要点等方面，对抗

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是否可以汇总、如何汇总、以及如何在说明书中呈现等相关内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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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抗肿瘤药物说明书不良反应数据汇总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

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

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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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15a0293fa97b6b15f190d5716324d70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8 日 

      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与成人动脉性肺动脉高压均为慢性、进展性疾病，可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但儿童动脉性肺

动脉高压患者的肺血管结构、功能、临床病程、右心室适应性改变以及靶向治疗反应性等方面均与成人患者存在差异。鉴于

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的疾病特殊性，其药物研发的监管要求与成人患者不同。为进一步明确技术标准，提高企业研发效率。

我中心起草了《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已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华尉利，徐小文 

       联系方式：xuxw@cde.org.cn, huawl@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 月 18 日 

 

附件 1 ：《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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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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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药物的临床试验

提供技术建议，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的药物研发。  

本指导原则主要讨论临床试验设计的重点关注内容。在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应同时参考国际人用药品注册

技术协调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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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PAH患者的药物临床试验应遵循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本指导原则重点介绍了儿科

人群的特殊考虑。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当前建议，将基于科学研究进展进一步更新。  

二、概述  

儿童动脉性肺动脉高压的最常见的类型是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和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

儿童动脉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肺血管结构、功能、临床病程、右心室适应性改变以及靶向治疗反应性等方面

均与成人患者存在 

差异，更易受到遗传性与发育性因素的影响 

 

肺动脉高压在临床上分为5大类（参见《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动脉性肺动脉高压

（PAH）是其中的第一大类，是指肺动脉（主要是肺小动脉）病变所引起的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而

肺小动脉楔压（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 PAWP）正常。目前临床上采用以下血流动力学标准诊断

儿童PAH：在海平面状态下、静息时，右心导管测量mPAP≥25mmHg，同时PAWP ≤15mmHg及肺血管阻力指数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PVRI)>3WU·m2。考虑到儿童的生长发育，血流动力学诊断标准与

成人不同，使用PVRI代替PVR。PVRI=PVR×体表面积（WU·m2）。  

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PPHN）是 PAH 的一种特

殊类型，是指出生后肺血管阻力持续性增高，引起心房和/或动脉导管水平右向左分流，临床出现严重低氧血

症等症状。许多原因可导致 PPHN，通常与先天或获得性肺部缺氧有关。PPHN重症患者病情恶化率和死亡率高。

鉴于 PPHN 的特殊性，对其治疗药品的临床研究应单独讨论。 

目前已有多种针对PAH的靶向治疗药物，包括：内皮素受体拮抗剂、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溶性鸟苷酸环

化酶激动剂、前列环素类似物及前列环素受体激动剂。这些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成人PAH患者中得到了大

量临床试验的验证，但在儿科PAH人群的临床研究证据尚有限。  

三、临床开发的整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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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儿科适应症的研发时，一般已有成人PAH的数据，可基于成人数据简化对儿科临床试验的要求。对于在

成人和儿童中同时进行临床研究的，监管要求有所不同。 

（一）用于成人PAH的获益大于风险的药物  

鉴于儿童 PAH 在病因学、病程以及治疗反应等方面与成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在成人 PAH 中已确证获益

大于风险的药物，首先应对所有可获得的相关信息，包括成人和/或儿童药代动力学数据、不同年龄段人群器

官功能的差异及对药理学特征的影响等数据进行全面分析。 

在此基础上，参照《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建议的方法，判断是否可根据成人的体内暴露-效

应关系推算儿科人群的剂量。如果可以根据成人的数据推算儿科人群的剂量，可采用拟定的剂量在特定的儿

科人群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重点考察儿科人群安全性，同时验证拟定剂量的合理性。如果不具备根据成人的

数据推算儿科人群剂量的条件，需开展儿科人群的 PK/PD 研究，必要时进一步开展剂量探索研究，然后选择

合适的剂量开展儿科人群的确证性临床试验。 

（二）无用于成人PAH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的药物  

对于无用于成人PAH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的药物，或用于PPHN适应症的药物，应开展全面系统的儿科人群药物临

床试验，包括儿科人群的PK/PD研究、剂量探索研究和确证性临床试验。  

四、药效学和剂量探索研究  

可采用血流动力学参数（如PVRI、mPAP等）、血清生物标记物等作为药效学评价指标，在患者中进行药效学

研究。  

剂量探索研究主要疗效指标可以采用12周时测量的血流动力学参数，为确证性临床试验提供剂量选择依据。  

对于 PPHN 患者，需要进行单独的研究，以探究该适应症的药物作用机制、探索药物剂量。 

五、确证性临床试验设计的关键要素  

（一）研究人群  

研究应明确规定诊断标准和临床类型。应根据临床症状（NYHA/WHO心功能分级）和血流动力学指标等对患者

的基线状态进行评估。纳入儿科患者的年龄组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推荐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年龄较大

的儿童开始）进行研究。也可以在一项研究中纳入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所有年龄段患者。如果目标适应症人群

是与病因学和功能分类相关的特殊亚组，则相应人群也应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二）背景治疗  

临床试验方案应明确允许的背景治疗，并尽可能标准化。患者在入选临床研究之前的背景治疗应尽可能稳定。

儿童PAH患者常因急性恶化就诊。在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可考虑给予药物补救治疗，何时选择何种补救药物治疗

的标准应在试验方案中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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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照的选择  

根据试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对照药（安慰剂或阳性对照）。  

阳性对照药应采用具有充分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支持的产品。  

（四）剂量选择  

确证性临床试验的剂量方案须根据在目标人群中进行的剂量探索试验结果来确定。 

（五）研究周期  

研究持续时间取决于主要疗效指标的选择。采用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善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研究周期可为

12周；采用运动耐量的改善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研究周期可为3～6个月。采用至临床恶化的时间（Time to 

clinical worsening, TTCW）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研究时间通常需要至少6个月，但这还取决于事先定义的

临床恶化时间的组成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即使没有申报延长生存期的适应症，研究也应报告对死亡率的影

响，这可通过一个开放的扩展研究来实现。 

（六）有效性评价  

1. 用于成人PAH的获益大于风险的药物  

（1）主要疗效指标  

血流动力学参数：对于已批准用于成人 PAH中的药品，在儿科人群的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可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血流动力学参数应通过标准的右心导管检查获得。所有试验中心均应按照规范的要求实现标准化测量。用于

儿科人群疗效评价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肺血管阻力指数（PVRI）和肺动脉平均压 (mPAP)等。在已确定年龄

较大儿童的有效性的情况下，在确定年龄较小儿童的临床研究中也可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运动耐量：  

可作为正常发育大龄儿童（通常大于8岁）的主要疗效指标。通常首选六分钟步行试验（6MWT）（参见成人治

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鼓励申办者开发和验证其他可用于儿科的运动耐量试验。  

全因死亡和至临床恶化的时间：  

全因死亡和至临床恶化的时间是真正的临床结局终点，鼓励将其作为确证性临床试验的主要疗效指标。成人

指导原则中的定义和标准通常也适用于儿科（参见成人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但运动耐量下降除外，因其不适用于未发育充分的儿童。 

（2）次要疗效指标  

血流动力学参数：  

右心房压（Right atrial pressure, RAP）、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 CO）

等血流动力学参数，可作为次要疗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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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L）：  

PAH治疗药物可能因其给药方式和/或相关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L）可作为

次要疗效指标。通常可通过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进行评估，但对于年龄较小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判断依

赖于其父母或护理者的间接评估。体重和身高增加也可作为生长发育、治疗反应和健康的相关指标。 

其他：  

基于目前的证据，血浆BNP或NT-proBNP可能与PAH的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药物有效性评价的辅助指标。  

可使用其他指标作为评估疗效的辅助手段，包括心脏核磁共振、PET扫描、超声心动图等。  

2. 无用于成人PAH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的药物  

在此类情况下，需要开展全面系统的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通常遵循与成人相同的技术要求，确证性临床

试验的有效性指标的选择应参照成人PAH指南的建议（参见成人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

原则）。通常应采用运动耐量（在有能力完成的儿童中，通常8岁及以上）和/或死亡、TTCW作为主要疗效指

标。由于这两个终点在低龄儿科患者中难以应用，可考虑采用变通的办法。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对

年龄较大的儿科患者进行研究。如研究药物已在年龄较大儿童中经运动耐量试验或TTCW证实其疗效，则较小

年龄组可采用血流动力学参数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如果血流动力学研究在两个年龄组中显示出相似的研究结

果，可将较大年龄儿童的疗效数据外推至较小年龄儿童。  

（七）安全性评价  

应对儿科人群的安全性数据进行分析，并与成人中的安全性特征进行比较。鼓励进行长期的扩展研究，以考

察在生长发育、神经和性成熟等方面的长期安全性。 

鼓励建立儿科受试者试验数据库，进行长期的追踪随访。PPHN新生儿应随访至少24个月，以记录其中枢神经

系统发育的结局。  

如果有本指导原则未涵盖的问题，建议与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CHMP). Guideline on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22 October 2009.  

2.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CHMP). Paediatric 

addendum to CHMP guideline on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5December 2011.  

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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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

员会, 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 全国肺动脉高压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专家组. 中国肺动脉高压诊

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 中华医学杂志, 2021, 101(1): 11-51.  

5.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心血管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儿童肺高血压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2015, 

53(1): 6-16.  

6. Simonneau G, Montani D, Celermajer DS, et al. Haemodynamic definitions and update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9, 53(1):18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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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鼓励治疗儿科肺动脉高压药物研发，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

可参考的技术规范，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为慢性、进展性疾病，可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儿科PAH患者的肺血管结构、

功能、临床病程、右心室适应性改变以及靶向治疗反应性等方面均与成人PAH患者存在差异。目前能治疗儿科

PAH的药物较少， 

 存在着迫切的临床需求。 

根据中心审评工作和引导工业界研发的需要，有必要制定儿科PAH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经过充分调研国外

相关指南情况以及征求专家意见，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为治疗儿科PAH新药物的研发提供有关临床试验设计、

实施和评价的方法学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化药临床二部牵头，是在成人PAH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起草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单

独撰写。经工作组充分调研和讨论，在欧盟EMA儿科补充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相关指南进展情况，结

合审评实践，于2021年4月形成初稿。经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分为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适用范围，阐明了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的

药物研发，且本指导原则主要重点介绍儿科PAH药物研发的特殊考虑。第二个章节是概述，主要介绍了儿科肺

动脉高压的疾病特殊性和治疗现状等背景内容。第三个章节是临床开发的整体考虑，分别针对用于成人PAH的

获益大于风险的药物和无用于成人PAH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的药物，阐明了整体研发策略的考虑。第四个章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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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学和剂量探索研究，概述了药效学和剂量探索研究的关注点。第五个章节是临床试验设计的关键要素，

从研究人群、背景治疗、对照的选择、剂量选择、研究周期、有效性指标和安全性指标等方面，分别阐述了

各个关键要素的重点关注内容。 

对于研究人群的选择，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科人群器官功能器官功能和生理特点的差异，纳入的年龄组

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推荐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年龄较大的儿童开始）进行研究。有效性评价方面，

用于成人 PAH的获益大于风险的药物和无用于成人 PAH 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的药物， 

在主要疗效指标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前者可以选择血流动力学参数作为主要疗效指标，也可以根据临床定位

选择运动耐量、全因死亡和至临床恶化时间等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后者通常需要开展全面系统的儿科人群药

物临床试验，遵循与成人相同的技术要求，采用运动耐量和/或死亡、至临床恶化时间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安

全性评价方面，鼓励进行长期的扩展研究，以考察在生长发育、神经和性成熟等方面的长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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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治疗儿科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

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

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

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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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四批）的通告

（2021 年第 61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818084801156.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8月 18日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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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四批） 

国家药监局 

  2021年 8月 16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61号通告 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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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四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1 
十一酸睾酮软胶

囊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Soft 

Capsules/Andriol 

Testocaps（安特尔） 

40mg N.V.Organ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2 
氯苯唑酸葡胺软

胶囊 

Tafamidis Meglumine 

Soft Capsules/Vyndaqel

（维达全） 

20mg（按

C14H7Cl2NO3·C7H17NO5

计） 

Pfizer Europe MA 

EEI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3 阿帕他胺片 Apalutamide Tablets 60mg Janssen Biotech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4 
咪达唑仑鼻用喷

雾剂 

Midazolam Nasal 

Spray/Nayzilam 
5 mg/喷 UCB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5 注射用达巴万星 
Dalbavancin For 

Injection/Dalvance 
500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6 
克林霉素磷酸酯

阴道乳膏 

Clindamycin Phosphate 

Vaginal Cream/ Cleocin 
2%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7 
注射用硫酸多黏

菌素 B 

Polymyxin B sulfate for 

Injection 
50万单位/瓶 Gland Pharma LT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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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8 呋塞米口服溶液 
Furosemide Oral 

Solution 
10mg/ml 

Hikm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9 
右酮洛芬氨丁三

醇片 

Dexketoprofen 

Trometamol Tablets 

12.5mg（按 C16H14O3

计） 

Laboratorios 

Menarini，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10 间苯三酚口崩片 
Phloroglucinol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80mg Teva Sant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11 注射用坎格雷洛 
Cangrelor for 

Injection/Kengrexal 
50mg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12 
伊拉地平缓释胶

囊 

Isradipin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Vascal 

2.5mg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13 
伊拉地平缓释胶

囊 

Isradipin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Vascal 

5mg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14 达芦那韦片 
Darunavir 

Tablets/Prezista 
600mg 

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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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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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15 恩那司他片 
Enarodustat 

Tablets/Enaroy 
2mg 

日本たばこ産業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16 恩那司他片 
Enarodustat 

Tablets/Enaroy 
4mg 

日本たばこ産業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17 二硫化硒洗剂 
Selenium Sulfide 

Lotion/Selsun 
2.5% Sanofi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4-18 
注射用阿莫西林

钠 

Amoxi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 
500mg Beecham Group p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4-19 
注射用阿莫西林

钠 

Amoxi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 
1.0g Beecham Group p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4-20 美沙拉秦肠溶片 
Me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 
400mg Tillotts Pharma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21 美沙拉秦肠溶片 
Me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 
800mg Tillotts Pharma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22 甲氨蝶呤注射液 
Methotrexate 

Injection/美素生 
10ml:1g 

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23 甲氨蝶呤注射液 
Methotrexate 

Injection/美素生 
20ml:0.5g 

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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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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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24 
ω-3鱼油脂肪乳

注射液 

ω-3 Fish Oil Fat 

Emulsion Injection/ 

Omegaven 

100ml:10g（精制鱼

油）:1.2g（卵磷脂）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4-25 
卡贝缩宫素注射

液 
Carbetocin Injection 1ml: 100μg 

辉凌制药（中国）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4-26 
依折麦布辛伐他

汀片 

Ezetimibe and 

Simvastatin 

Tablets/Vytorin 

10mg/10mg 
Organon Llc A Sub Of 

Organon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27 
依折麦布辛伐他

汀片 

Ezetimibe and 

Simvastatin 

Tablets/Vytorin 

10mg/20mg 
Organon Llc A Sub Of 

Organon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28 
依折麦布辛伐他

汀片 

Ezetimibe and 

Simvastatin 

Tablets/Vytorin 

10mg/40mg 
Organon Llc A Sub Of 

Organon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29 
盐酸西替利嗪滴

眼液 

Cetirizine Ophthalmic 

Solution/Zerviate 
0.24%（0.2ml） 

Eyevance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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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30 
盐酸氯普鲁卡因

注射液 

Chloropro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Nesacaine-M

PF 

2% 
Fresenius Kabi US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31 
盐酸氯普鲁卡因

注射液 

Chloropro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Nesacaine-M

PF 

3% 
Fresenius Kabi US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32 赛洛多辛胶囊 
Silodosin 

Capsules/Rapaflo 
4mg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33 西洛他唑片 Cilostazol Tablets 50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4-34 格列吡嗪片 
Glipizide Tablets/ 

Minidiab 
5mg 

Pfizer Italia 

s.r.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35 
注射用醋酸奥曲

肽微球 

Octreotide Acetat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Sandostatin 

LAR 

10mg 
Novart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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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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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36 
注射用醋酸奥曲

肽微球 

Octreotide Acetat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Sandostatin 

LAR 

20mg 
Novart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37 
注射用醋酸奥曲

肽微球 

Octreotide Acetat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Sandostatin 

LAR 

30mg 
Novart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38 培唑帕尼片 
Pazopanib Tablets 

/Votrient 

200mg（按培唑帕尼

计）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39 培唑帕尼片 
Pazopanib Tablets 

/Votrient 

400mg（按培唑帕尼

计）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40 

ω-3鱼油中长链

脂肪乳／氨基酸

（16）／葡萄糖

（30%）注射液 

ω-3 Fish Oi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Amino Acids 

（16）/Glucose（30%） 

Injection 

1875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41 

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

萄糖（16%）注射

液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Amino 

Acids（16）/Glucose

（16%）Injection 

1875ml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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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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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42 
艾曲泊帕乙醇胺

片 

Eltrombopag Olamine 

Tablets/Revolade 
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43 
盐酸溴己新口服

溶液 

Bromhexine 

Hydrochloride Oral 

Solution/Bisolvon 

2mg/ml（40ml、

100ml） 
Sanofi 未进口原研产品 欧盟上市 

44-44 
苯丁酸甘油酯口

服液 

Glycerol 

phenylbutyrate oral 

liquid/Ravicti 

1.1g/ml Immedica Pharma AB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4-45 氟尿嘧啶注射液 Fluorouracil Injection  10ml:0.25g Hospira UK Limite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欧盟上市 

44-46 头孢氨苄胶囊 Cefalexin Capsules 0.25g 
共和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47 那格列奈片 
Nateglinide Tablets/ 

Fastic 
30mg EA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48 洛索洛芬钠贴剂 
Loxoprofen Sodium 

Patches/Loxonin 

100mg/贴

（10cm×14cm） 

リードケミカル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49 依折麦布片 
Ezetimibe 

Tablets/Zetia 
10mg MSD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4-50 阿糖胞苷注射液 
Cytarabine 

Injection/Cytosar 
5ml:100mg 

Pfizer PFE 

Switzerland 

GmbH/Pfiz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瑞士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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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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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4-51 阿糖胞苷注射液 
Cytarabine 

Injection/Cytosar 
25ml:500mg Pfizer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瑞士上市 

44-52 腺苷注射液 
Adenosine 

Injection/Adenoscan 
10ml:30mg 

Aventis Pharma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4-53 腺苷注射液 
Adenosine 

Injection/Adenocor 
2ml:6mg 

Aventis Pharma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44-54 盐酸倍他司汀片 

Betahistine 

Dihydrochloride 

Tablets / Serc 

8mg Mylan Product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9-3 
双氯芬酸钠缓释

片 

Diclofenac Sodium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VOLTAREN 

0.1g 
Novartis Pharma 

GmbH 
欧盟上市 

不限定上市国

及产地 

12-7 尼麦角林片 
Nicergoline 

Tablets/Sermion 
5mg 

Pfizer Italia 

S.r.l./Upjohn EESV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Upjohn EESV 

12-8 尼麦角林片 
Nicergoline 

Tablets/Sermion 
10mg 

Pfizer Italia 

S.r.l./Upjohn EESV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Upjohn EESV 

12-9 尼麦角林片 
Nicergoline 

Tablets/Sermion 
30mg 

Pfizer Italia 

S.r.l./Pfizer 

Europe MA 

EEIG/Upjohn EESV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Pfizer Europe 

MA EEIG、Upjohn 

EESV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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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23-204 依托泊苷注射液 
Etoposide 

Injection/Vepesid 
5ml:100mg 

ブリストル・マイヤ

ーズ スクイブ株式

会社/クリニジェン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变更，增

加持证商クリ

ニジェン株式

会社 

10-233 磷酸西格列汀片 
Sitagliptin Phosphate 

Tablets/JANUVIA 
100mg 

Merck Sharp & Dohme 

Ltd./ Merck Sharp & 

Dohme B.V.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增

加持证商 Merck 

Sharp & Dohme 

B.V. 

27-441 
富马酸依美斯汀

滴眼液 

Emedastine Difumarate 

Eye Drops/Emadine（埃

美丁） 

5ml:2.5mg（0.05%，

以依美斯汀计）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持证商变更，增

加持证商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31-82 
钆特酸葡胺注射

液 

Gadoteric Acid 

Meglumine Salt 

Injection/Dotarem 

376.9mg/ml Guerbet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规格更新为

376.9mg/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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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2-6 

10%脂肪乳（OO）

/5.5%氨基酸

（15）/葡萄糖

（20%）注射液 

10% Fat Emulsion（OO）

/5.5% Amino Acids（15）

/Glucose（20%） 

Injection/Oliclinomel

（克林玫） 

1500ml：10%脂肪乳

（OO）300ml+5.5%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5）600ml+20%葡

萄糖注射液 600ml 

Baxt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规格更新为

1500ml：10%脂

肪乳（OO）

300ml+5.5%复

方氨基酸注射

液（15）

600ml+20%葡萄

糖注射液 600ml 

42-7 

10%脂肪乳（OO）

/5.5%氨基酸

（15）/葡萄糖

（20%）注射液 

10% Fat Emulsion（OO）

/5.5% Amino Acids（15）

/Glucose（20%） 

Injection/Oliclinomel

（克林玫） 

1000ml：10%脂肪乳

（OO）200ml+5.5%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5）400ml+20%葡

萄糖注射液 400ml 

Baxter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规格更新为

1000ml：10%脂

肪乳（OO）

200ml+5.5%复

方氨基酸注射

液（15）

400ml+20%葡萄

糖注射液 400ml 

备注 

1.目录中所列尚未在国内上市品种的通用名、剂型等，以药典委核准的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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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4fbf07e1b030c7292b54d16d8f3517a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8 日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可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预后差。近年来，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

压的新药研发进展迅速。为进一步明确技术标准，提高企业研发效率。我中心起草了《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

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已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

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华尉利，徐小文 

       联系方式：xuxw@cde.org.cn, huawl@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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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动脉肺动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

技术建议，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的药物研发。本指导原则也适用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血压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TEPH）。  

本指导原则主要讨论临床试验设计的重点关注内容。在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应同时参考国际人用药品注册

技术协调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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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当前建议，将基于科学研究进展进一步更新。  

二、概述  

正常成年人静息状态下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mPAP）上限不超过20 mmHg。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指由多种异源性疾病（病因）和不同发病机制所致肺血管结

构或功能改变，引起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和肺动脉压力升高的临床和病理

生理综合征，继而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其定义为：海平面、静息状态下，经右心 

导管检查测定的mPAP ≥ 25 mmHg（1 mmHg=0.133 kPa）。  

肺动脉高压在临床上分为5大类（参见《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动脉性肺动脉高压

（PAH）是其中的第一大类，是指肺动脉（主要是肺小动脉）病变所引起的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而

肺小动脉楔压（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 PAWP）正常，其血流动力学定义为mPAP≥25 mmHg， PAWP

≤15 mmHg 和PVR>3 WU（1 WU=80 dyn·s·cm-5）。  

欧洲流行病学研究显示，PAH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5~10/百万人年和15~60/百万。PAH中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

PAH、遗传性PAH、药物和毒物相关PAH常见，疾病相关因素PAH 中则以结缔组织病相关PAH最为常见。特发性

肺动脉高压（IPAH）目前病因不明，国外注册登记研究报道IPAH最低患病率约为5.9/百万，属于罕见病。我

国缺乏PAH的流行病学数据。  

目前有多种针对PAH的靶向治疗药物，包括：内皮素受体拮抗剂、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溶性鸟苷酸环化

酶激动剂、前列环素类似物及前列环素受体激动剂。在急性血管反应试验阳性的PAH患者可使用钙通道阻滞剂

治疗。已知PAH的发病机制涉及多个通路，提示可能需要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联合治疗。  

三、临床开发的整体考虑 

（一）临床药理学研究  

1.药效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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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学研究应着重阐明药物作用机制和剂量-效应关系。建议采用血流动力学参数（如PVR、mPAP等）、血清

生物标记物等作为药效学评价指标，在PAH患者中进行药效学研究。新型作用机制的药物应开展相关研究，探

索特异性药效学指标。如药物在体内代谢程度较高，还应阐明代谢产物对药物疗效或安全性的可能影响。药

效学研究可以与剂量探索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2.药代动力学研究 

2.药代动力学研究  

应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开展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以明确药物在人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特征，用于支

持后续临床给药方案。应开展剂型相关的生物利用度研究，为制剂开发过程中处方优化或工艺变更等提供充

分依据。对于口服剂型，一般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剂量进行食物影响研究，考察食物对药物生物利用度的影响。 

应根据非临床研究中获得的生殖毒性等研究结果，选择适宜性别和年龄的受试者开展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

药代动力学研究一般首先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以减少疾病本身对结果判定的影响。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的药

代动力学特征可能存在差异，应开展适宜研究获得 PAH 患者中药代动力学信息，可采用设计良好的群体药代

动力学研究方法。 

一般应通过物质平衡研究获得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人体的消除途径和程度等信息。  

3.药代动力学影响因素研究  

开展适宜的人体药代动力学影响因素研究，可阐明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对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影响。如已

有研究表明药物主要通过肝脏和/或肾脏消除，应开展肝功能损害和/或肾功能损害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以

支持相应患者的临床给药方案。 

4.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应根据药物的作用机制、体内代谢消除过程、用药人群可能的合并用药情况以及同类作用机制的药物已知相

互作用的信息，合理设计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建议进行药物与潜在背景治疗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如果目标适应症包括联合治疗，应考察试验药物与

其他 PAH 治疗药物之间可能的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 

（二）探索性临床试验  

探索性临床试验旨在识别可能从研究药物获益的患者人群，探索药物剂量－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并确定适

宜的剂量范围，为确证性临床试验提供剂量选择依据。可在背景治疗基础上采用安慰剂对照，探索多个剂量

对于运动耐量、临床症状（NYHA /WHO 心功能分级等）或血流动力学指标等的作用。六分钟步行试验（6-minute 

walk test, 6MWT）是 

一种客观评价患者运动耐量的方法，6MWT的改善表现为六分钟步行距离（6-minute walk distance, 6M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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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可使用 6MWD 作为主要疗效评价指标。研究持续时间取决于终点的选择：在以 6MWD 作为疗效评价指

标时，建议持续时间不短于 12周；当使用临床症状作为疗效评价指标时，研究持续时间应足以显示疗效。 

（三）确证性临床试验  

确证性临床试验的设计应综合考虑拟定适应症、疾病的罕见程度和不良预后等因素。  

确证性临床试验应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设计。如果研究药物是作为标准治疗基础上的“叠加（add-on）药

物治疗”，可使用安慰剂对照，并采用优效性设计。如果采用活性药物对照，可采用非劣效试验设计，并应

恰当定义非劣效检验的界值。 

四、临床试验设计的关键要素  

（一）研究人群  

研究应明确规定 PAH的诊断标准和临床类型。应根据临床症状（NYHA/WHO心功能分级）、运动耐量和血流动

力学指标等对患者的基线状态作出充分评估。如果声明药物针对某种病因、心功能分级的适用人群或特定的

联合用药方案，则研究的相应亚组人群应有合理的代表性。鼓励以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作为目标人群进行研

究。 

（二）背景治疗  

临床试验方案应明确允许的背景治疗，并尽可能标准化。背景治疗可以包括靶向药物。不允许把钙通道阻滞

剂作为常规的背景治疗，仅在急性血管反应试验阳性的 PAH 患者可使用钙通道阻滞剂治疗。接受背景治疗的

患者在入选临床研究之前应处于充分稳定的状态。如果试验采用联合治疗方案，接受联合治疗的入选人群应

有足够的代表性，以保证研究数据能够支持联合治疗的结论。 

（三）对照的选择  

根据试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对照药（安慰剂或阳性对照）。  

阳性对照药应采用具有充分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支持的产品。 

（四）剂量选择  

确证性临床试验的剂量方案须根据在目标人群中进行的剂量探索试验结果来确定。  

（五）研究周期  

研究持续时间取决于主要疗效指标的选择。采用运动耐量的改善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研究时间可以是 3～6

个月。采用至临床恶化的时间（Time to clinical worsening, TTCW）作为主要疗效指标时，研究时间通常

需要至少 6 个月，但这还取决于事先定义的临床恶化时间的组成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即使没有申报延长生

存期的适应症，研究也应报告对 

死亡率的影响，这可通过一个开放的扩展研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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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效性评价  

目前已批准上市的PAH治疗药物，其有效性评价主要基于对运动耐量和/或临床终点的改善。建议考察新药对

延长生存时间、临床恶化、临床症状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如果临床试验纳入了症状较轻的患者，应选择能

反映患者获益的适宜的有效性评价指标。  

1. 主要疗效指标  

可根据拟定的适应症采用相应的主要疗效指标。  

（1）运动耐量  

确证性临床试验最常用的主要疗效指标是 6MWD。 

当目标适应症仅限于改善运动耐量时，只要对生存时间没有负面影响，可选择6MWD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应预

先明确定义“最小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也应与其它疗效指标的作用一起综合考虑。

由于运动耐量的改善与总体生存时间之间缺乏明确相关性，6MWT有其局限性。 

因此，当目标适应症是在长期研究中延缓临床恶化时，可将6MWT的恶化（例如定义为6分钟步行距离较基线下

降15%）与其它疗效指标结合起来使用。  

如果采用其它测试运动耐量的方法，建议提前与监管机构沟通。  

（2）全因死亡和至临床恶化的时间  

全因死亡： 

PAH是一种致命性疾病。改善症状不一定能延长生存时间，鼓励通过全因死亡考察新药对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

任何新药应证明对生存时间至少没有负面影响。只有基于以死亡作为主要疗效指标的长期对照研究结果，才

能做出该药对于死亡率影响的结论。所有死亡数据及其潜在原因必须报告。虽然关注全因死亡率，但也应仔

细研究死亡的确切原因，尤其是心血管死因。 

至临床恶化的时间（TTCW）：  

PAH是一种进展性疾病，病程中会发生临床恶化，例如：PAH相关的计划外住院，或 WHO心功能分级恶化，或

运动耐量下降等。从治疗开始到发生上述事件的时间间隔可用于药物的有效性评价，临床试验方案应对上述

事件预先作出明确的定义。例如：PAH相关的计划外住院可定义为与 PAH相关的右心衰竭、心律失常、晕厥、

咯血、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导致的住院。 

复合终点：  

鼓励采用死亡和TTCW的复合终点作为主要疗效指标。复合终点的构成可以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和病因而有不同，

建议采用以下指标作为构成复合终点的组成成份：  

1）全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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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以下至少一个参数确定的 PAH 相关的至临床恶化时间： 

①发生PAH相关计划外住院。  

②WHO心功能分级的恶化。  

③运动耐量下降（如：六分钟步行距离较基线下降≥15%）。  

④出现右心衰竭的体征或症状。  

除上述指标外，也可以选择其他指标[例如血浆 B型利钠肽（BNP）或 N末端 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

升高等]。 

所选指标应具有临床相关性，预先作出明确的定义，并需经过研究验证。在确定复合终点时，应考虑每个组

成成份预期的贡献。可根据研究人群的临床状况（如：病情严重程度）确定复合终点。上述终点事件应由盲

化裁决委员会统一判定。 

药物治疗对复合终点中各组成成份的影响也可作为次要疗效指标加以评估。  

2. 次要疗效指标  

（1）血流动力学参数  

通过标准的右心导管检查测得的血液动力学参数包括：肺血管阻力（PVR）、肺动脉平均压 (mPAP) 、右心房

压（Right atrial pressure, RAP）、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 CO）等，

其中肺血管阻力（PVR）和肺动脉平均压 (mPAP)较为常用。 

影像检查（例如：心脏核磁共振、PET扫描、超声心动 

图）可作为评估肺血管阻力和右心室功能的辅助手段。  

（2）生活质量  

PAH治疗药物可能因其给药方式和/或相关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评估指标应包括患者对于疾

病及药物给其日常生活、身体、心理及社会功能和幸福感造成影响的感受。 

通常可通过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进行评估，例如：生活质量评分（Quality of life, QOL）、SF-36健康调查简

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 SF-36)等。  

（3）生物标记物  

基于目前的证据，血浆BNP或NT-proBNP可能与PAH的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药物有效性评价的辅助指标。  

（七）安全性评价 

PAH一般需要长期给药，故应有足够的暴露时间和人群暴露数量进行安全性观察。应尽可能证明新药对临床恶

化和死亡率没有不良影响。  

从研究药物的临床前研究或者药理学分类可以推测其可能的不良反应，对此类预期的不良反应须加以警戒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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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例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所致的肝毒性，或血管扩张剂所致的低血压。药物代谢涉及的特殊转运系统其固

有的安全性问题同样要予以关注。应关注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的不良反应。  

如果有本指导原则未涵盖的问题，建议与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CHMP). Guideline on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22 October 2009.  

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

员会, 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 全国肺动脉高压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专家组. 中国肺动脉高压诊

断与治疗指南（2021版）. 中华医学杂志, 2021, 101(1): 11-51.  

3. SimonneauG, Montani D, Celermajer DS, et al. Haemodynamic definitions and update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9, 53(1):18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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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鼓励治疗肺动脉高压药物研发，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可参考的

技术规范，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可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预后差。其中特发性肺动

脉高压已列入我国2018年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目前能治疗PAH的药物较少，存在着迫切的临床需求。 

近年来，针对治疗PAH的药物成为当前的一个研发热点。根据中心审评工作和引导工业界研发的需要，有必要

制定PAH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经过充分调研国外相关指南情况以及征求专家意见，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为

治疗PAH新药的研发提供有关临床试验设计、实施和评价的方法学指导。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化药临床二部牵头，于2018年11月启动起草工作。2018年12月19日，药审中心组织了拟定本技

术指导原则的专家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明确了本技术指导原则的主要框架，并对疗效指标等关键要素进行了

讨论。会后，经工作组充分调研和讨论，在欧盟EMA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相关指南进展情况，结合审

评实践，于2021年4月形成初稿。经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部门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适用范围，阐明了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的

药物研发。第二个章节是概述，主要介绍了肺动脉高压的概念、疾病特点、流行病学数据和治疗现状等背景

内容。第三个章节是临床开发的整体考虑，从临床药理学研究、探索性临床试验、确证性临床试验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第四个章节是临床试验设计的关键要素，从研究人群、背景治疗、对照的选择、剂量选择、研究

周期、有效性指标和安全性指标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各个关键要素的重点关注内容。 

对于有效性评价，应根据拟定的适应症定位选择相应的主要疗效指标，包括：运动耐量方面的评价指标（六

分钟步行距离等）、全因死亡和至临床恶化的时间，或者复合终点。复合终点中列举了经过验证的常用指标，

申办方也可以选择其他指标（例如血浆 B 型利钠肽或 N 末端 B 型利钠肽原水平升高等），但要求所选指标应

具有临床相关性，预先作出明确的定义，并需经过研究验证。对于安全性评价，考虑 PAH 

一般需要长期给药，故应有足够的暴露时间和人群暴露数量进行安全性观察，但不同靶点新药的安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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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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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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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

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

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

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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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a61993116b1ae5dd54e0220a015bf09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24 日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合理规范地开展药代动力学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

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以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李敏，马婧怡 

   联系方式：limin@cde.org.cn, majy@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行

心                                         2021年 8月 24日 

 

附件 1 ：《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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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4430041650b4e100f7a78fe04834559a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214dad7d5f2f15662df74bcc08cba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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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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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 概述   

调释制剂是活性成分的释放速率、释放时间或释放部位与普通剂型不同的制剂。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口服、肌内、

皮下给药的调释制剂和透皮贴剂。 

改良型调释制剂是在已有普通制剂或调释制剂的基础上，基于明确的临床需求（例如，改善安全性、有效性和

/或患者依从性），结合释放部位的生理条件以及药物的理化性质、生物药剂学特性、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等

方面的综合考虑，对制剂处方工艺进行优化，从而使其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的评价通常

基于整体证据，包括药代动力学、暴露-效应关系及临床研究结果。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一

方面可阐明调释制剂的体内释放特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另一方面可为后期的开发策略、临床试验的开展和设

计提供支持，在调释制剂的开发和评价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本指导原则旨在阐述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的设计、实施和评价的一般原则，为化学药品

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的临床研发和使用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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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要求  

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的研发通常基于活性成分或代谢物的系统暴露与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多数情况下，其药代

动力学的评价是基于活性成分达到与对照制剂（已上市的普通制剂或调释制剂）相似的总暴露量（AUC）。由

于调释制剂与对照制剂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物利用度，因此给药剂量不一定相同临床药代动力学通过研究以下内

容，可以描述调释制剂31 在体内的特性：  

• 吸收的速度和程度  

• 稳态药物浓度波动情况  

• 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个体间变异  

• 剂量比例关系  

• 影响调释制剂特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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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预期释放的风险  

上述研究可以在健康受试者中进行，或出于安全性考虑在患者中进行。研究需测定活性成分和/或代谢物的浓

度，或结合药效学的测定。由于吸收速率或给药途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代谢的程度和方式，因此需同时检测活

性代谢物。在某些情况下还需额外的研究，例如调释制剂若以新的给药途径给药，可能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来

描述其代谢特征。 

鼓励对调释制剂进行体内体外相关性研究，对浓度-时间数据与相应的普通制剂进行反卷积，以获得调释制剂

的累积吸收（或体内释放）与时间的关系。累积吸收量和吸收速率与时间的关系均用以支持其预期的释放特性。  

在药代动力学的比较研究中，对照制剂一般采用已上市的具有相同活性物质的普通制剂或调释制剂。受试制剂

一般应使用拟上市制剂，否则需证明研究用制剂与拟上市制剂之间的差异不影响释放特性和生物利用度。  

三、 研究内容  

对于调释制剂的药代动力学，一般推荐以下研究：  

（一）单次给药研究  

单次给药研究旨在通过与对照制剂比较，评估调释制剂的吸收速率和吸收程度，确认调释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特

征。在治疗剂量范围内呈现线性药代动力学的药物，通常开展最高规格的单次给药药代动力学对比研究。若最

高规格有安全性风险，可采用低规格。  

如果活性成分或调释制剂呈现非线性药代动力学，通常至少开展最高和最低规格的调释制剂与相应对照制剂的

单次给药药代动力学对比研究。如果不能根据上述试验的结果推断出中间规格调释制剂的生物利用度，通常还

需开展中间规格的调释制剂与相应对照制剂的对比研究。  

单次给药对比研究推荐在调释制剂的给药间隔内给予相应对照制剂，以达到相同的总剂量/暴露量，对照制剂

按照说明书用法给药（如基于50 mg每日两次给药的普通制剂开发100 mg每日一次给药的缓释制剂，在生物利

用度比较研究中可以100 mg缓释制剂单次给药对比50 mg普通制剂每日两次给药）。  

单次给药研究评估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AUC0-t， AUC0-∞，残留面积，Cmax，tmax，t1/2和tlag。采用最有

可能反映疗效和安全性的参数作为主要比较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并说明其合理性。同时应比较调释制剂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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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个体间变异。调释制剂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个体间变异通常不应超过对照制剂，除非可

充分证明其可能的临床影响。  

（二）多次给药研究  

一般需进行多次给药研究，通常选择最高规格开展研究。多次给药研究需证明已达到稳态，通过比较至少三次

给药前血药浓度来评估是否达到稳态。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已经证明调释制剂无明显蓄积（首次给药后平均AUC0-τ至少覆盖AUC0-∞的90%），单次

给药可充分描述两种制剂药代动力学的对比特征，可考虑免于开展多次给药研究。  

多次给药研究评估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AUC0-τ,ss， tmax,ss，Cmax,ss，Cmin,ss和药物浓度波动度。药代

动力学参数的个体间变异评价要求同单次给药研究。除非有充分的说明，调释制剂药物浓度的波动应与对照制

剂相似或更低。  

（三）食物影响研究  

一般采用单次给药试验研究食物对口服调释制剂生物利用度的影响，建议使用高脂肪（约占餐总热量的50％）、

高热量（约800至1000 kcal）饮食。食物影响研究建议参照《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主要评价参数包括AUC和Cmax，同时还建议比较调释制剂药时曲线的形状是否有明显变化。  

食物影响研究的设计需考虑所研究的口服调释制剂与对照制剂所进行的相关比较研究，以及食物对对照制剂的

影99 响是否具有临床意义：如果食物影响不具有临床意义，可进行双交叉研究比较调释制剂空腹和进食状态

的差异；如食物影响具有临床意义，推荐采用三交叉或四交叉研究对空腹和进食状态下的调释制剂与对照制剂

进行比较，从而有助于量化食物对各制剂生物利用度的影响。  

食物影响的临床意义需从疗效和安全性两方面讨论，必要时给出与膳食相关的给药方案建议。开展进餐后不同

时间间隔内服药以及不同类型食物影响等额外研究，有利于支持所提出的给药方案建议。  

如果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发生制剂或生产工艺变更，从而影响其释放特性，则可能需要对最终制剂的食物影响重

新进行评估。 

调释制剂如有不同的服药方式，需进行不同服药方式下的生物等效性研究。如含有微丸的缓释胶囊的药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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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建议可将药物微粒洒在松软食物上或分散在非碳酸的水中，不经咀嚼或通过胃管吞咽服用，此时需证明不

同服药方式下的等效性。 

（四）剂量比例研究  

当调释制剂有多种规格或者给药剂量需同时给予多个单一规格时，需论证调释制剂不同规格/剂量的剂量比例

关系。一般通过单次给药研究比较不同规格/剂量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五）非预期释放  

调释制剂中全部或大部分活性成分出现非预期、快速释放的现象一般称为“突释”。对于某些适应症和治疗指

数窄的药物，突释可能给患者带来重大风险（如：安全性问题和/或疗效降低）。  

对于调释制剂，应避免非预期释放导致暴露量升高的风险。如果观察到突释（例如，因不适当的释放特性而导

致Cmax较高）或怀疑有突释的可能（例如，在某些受试者中检测不到肠溶制剂中酸不稳定的活性成分），则应

重新研发制剂。  

某些调释制剂的活性成分和/或辅料，在乙醇溶液中比在水中溶解度高，与含酒精性饮料同服时，可能造成突

释，并改变全身暴露。建议此类口服调释制剂进行体外研究以确定体内酒精突释的可能性。体外研究应考察不

同酒精浓度对药物从制剂中释药特性的影响，若观察到活性成分加速释放风险较高，建议考虑优化制剂或比较

调释制剂与酒精合并使用的生物利用度，并充分评估获益风险比。  

四、 其他考虑  

（一）胃肠道生理条件需考虑素食者、儿童和老年患者或长期服用抗酸剂患者的不同胃肠道生理条件的影响（例

如转运时间、pH值、食物摄入量和食物类型）。如果调释制剂与影响胃肠道生理的药物（例如阿片类药物）合

用，还需进行该状态下的调释特性研究。如果调释制剂拟用于胃肠功能明显改变的患者，则还需在该人群中进

行调释制剂的相关研究。  

（二）使用部位对血药浓度的影响  

如果皮下/肌内储库型长效制剂或透皮贴剂的使用部位不限于身体某一区域，需研究不同使用部位对活性成分

吸收的影响，并评估使用部位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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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皮下/肌内储库型长效制剂或透皮贴剂，不仅应研究在给药间隔内血药浓度是否在治疗浓度之内，还需研

究去除储库型长效制剂或透皮贴剂后，血药浓度的降低情况。 

（三）多相调释制剂  

若开发多相调释制剂的目的仅是模拟对照制剂每日给药三次或四次的给药方案，那么调释制剂的药时曲线应与

给药方案下的对照制剂保持一致，除非另有临床数据支持具有相当的疗效和/或安全性。  

（四）胃中停留时间延长  

在胃中不崩解的单位制剂可能因胃排空延长而呈现高度变异性。若这种作用发生在肠溶衣的迟释制剂，可能产

生非预期结果。如果酸不稳定的活性成分在胃排空之前发生释放，则可能导致活性成分的降解，从而无法获得

药时曲线。  

此外，在胃中停留时间延长会使得活性成分的释放延迟。因此，采样时间点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活性成分的半衰

期，还需考虑上述影响，以确保获得完整的药时曲线，并能表征胃排空延迟的影响。  

（五）剂型转换  

已经使用普通剂型治疗的患者需转换使用调释制剂时，为了维持稳态药物浓度，在转换期如有特别的给药要求，

需 给出转换的建议。  

五、 参考文献 

1. EMA. Guideline on the pharmacokinetic and clinical 172 evaluation of modified release dosage forms. 

Jun 2015  

2. FDA. 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General Considerations （Draft Guidance）. 

Feb 2019.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学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05年3月.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2020年12月.  

5. 中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 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试验指导原则.  

6. 中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 缓释、控释和迟释制剂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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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184 技术指导原则》.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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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合理规范地开展药代动力学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技术规范，药品审

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经中心内部讨

论，并征求部分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国内化药改良型新药的药品注册申请数目逐年提升。其中调释制剂由于具有给药次数少、血药浓度波

动小、给药途径多样化、疗效持久、安全性较好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 

改良型调释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特性与普通制剂存在显 

 著差异，其药代动力学研究具有不同考量。目前EMA、FDA均已发布相关药代动力学指导原则，然而目前国内

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明确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药代动力学研究、实施和评价的一般原则，有利于

指导和促进此类药物的临床开发，提高临床试验效率。 

为支持改良型新药政策落地实施，指导完善我国改良型新药的开发，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

期为合理规范地开展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提供建议。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自2020年10月启动，核心工作组经调研起草后，于2021年5月形成初

稿，并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征求部分业内专家意见。经药审中心内部讨论，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本指导原则将阐述改良型新药中调释制剂药代动力学研究的设计、实施和评价的一般原则，

适用于口服、肌内、皮下给药的调释制剂和透皮贴剂等剂型的改良型新药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指导原则包括

概述、总体要求、研究内容、评价、其他考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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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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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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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631f177ea01426ec21815a65c0ed524e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24 日 

  食物影响研究是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新药研发过程中合理和规范地开

展食物影响研究，经广泛调研和讨论，我中心组织起草了《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

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李丽；王静 

 联系方式：lil@cde.org.cn；wangjing@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8月 24日 

 

附件 1 ：《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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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631f177ea01426ec21815a65c0ed524e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b5bfda18fa0e8ec9e5388628dc3967d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83e390e5cd39b62619b05937b654d093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2e0c8e85cdbdd4d11644cc10ee5aa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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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一、 概述 29 

食物影响（Food effect, FE）研究是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30 

的重要组成部分。药物-食物相互作用可能对药物的安全性和31 

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药物与食物同服可能增加药物的系统32 

暴露，导致疗效增强或不良反应发生率升高；也可能降低药33 

物的吸收，导致疗效减弱。因此，评估食物对药物生物利用34 

度的影响，对于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确定与食35 

物相关的最佳用药方案来说非常重要。 36 

由于饮食状况会随着食物数量和种类的不同而变化，且37 

难以长期严格地控制，因此鼓励研发不受食物影响的药物制38 

剂。当无法研发此类制剂时，可通过开展良好和规范的 FE 研39 

究，探究药物是否能与食物同服、以及何时/如何与食物同服。 40 

通过 FE 研究可获得以下信息：（1）食物是否影响药物41 

的系统暴露，其影响程度如何；（2）食物是否改变药物系统42 

暴露的变异性；（3）某些情况下，膳食中营养成分构成或热43 

量的不同（如高脂餐/低脂餐），是否会导致食物对药物影响44 

的程度发生变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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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口服吸收的药物制剂，旨在为 FE 研46 

究的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数据分析以及药品说明书撰写提47 

供建议和参考。 48 

二、 总体考虑 49 

对于新化学实体（NCEs, new chemical entities）的口服制50 

剂，一般均需要开展 FE 研究。对于改良型新药或新的复方51 

制剂，需考虑进行 FE 研究。 52 

（一）开展食物影响研究的时间 53 

建议在临床研发过程中尽早评估食物影响。早期临床研54 

发过程中探索食物对试验制剂体内暴露的影响程度，将有利55 

于进一步选择处方，并为后续临床研究确定给药方案提供依56 

据。 57 

通常应在确证性临床研究前完成 FE 研究，明确食物影58 

响的程度、确定服药与进餐之间的间隔，避免食物作为混杂59 

因素影响对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的评价。 60 

（二）食物影响研究的一般考虑 61 

1.若 FE 研究表明食物（如高脂餐）对药物的系统暴露有62 

显著影响，则可能需要额外评估不同类型的食物（如低脂餐）63 

对药物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有助于确定食物相关的给药方案。 64 

2.若药物的安全性或疗效受到食物的不利影响，必须空65 

腹服用时，则需要确定服药与进餐之间的实际间隔（例如，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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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餐前 1 小时或餐后 2 小时），以便患者实际用药过程中遵照67 

药品说明书中推荐的服药方法。 68 

3.对于口服给药的调释制剂，通常需要开展 FE 研究。应69 

考虑药物与食物同服可能引起的生物利用度变化，或发生药70 

物突释的可能性，避免受试者发生安全性风险。 71 

4.对于固定组成的复方制剂，食物对其中各活性成分的72 

影响，可能不同于单独使用每种活性成分时的影响。因此，73 

建议评估使用复方制剂后食物对复方制剂中各活性成分的74 

影响。 75 

5.若药物制剂在临床研发过程中发生变更（例如对制剂76 

进行优化，或开发新的制剂），需考虑食物影响发生改变的77 

可能性，必要时对变更后的制剂进行额外的 FE 研究。 78 

三、 研究设计 79 

本章节旨在为 FE 研究推荐研究设计的总体考虑。若考80 

察不同膳食类型或进餐间隔，也可采用其他试验设计，但在81 

临床方案中应论证其试验设计及统计方法的科学合理性。 82 

（一）试验设计 83 

推荐采用随机、均衡、单次给药、两周期、双交叉试验84 

设计。受试者在一个试验周期空腹服药，另一试验周期进食85 

试验餐后服药。两周期之间需要间隔足够的清洗期（至少为86 

试验药物的 5 个消除半衰期）。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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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除半衰期较长（如超过 24 小时）的药物，也可采88 

用单次给药、平行试验设计。空腹组和进餐组的受试者应具89 

有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90 

如果在健康受试者或患者中无法进行单次给药研究，可91 

考察多次给药后稳态条件下的食物影响。 92 

如果无法开展常规密集采样的 FE 研究，可考虑开展设93 

计和控制良好的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评估食物对药物的潜94 

在影响。研究过程中尽可能收集进餐时间、食物种类和数量95 

的准确信息，优化采样时间以表征药物的吸收过程。若采用96 

群体药代动力学方法，可参考《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97 

导原则》，并在研究设计阶段征求监管机构的意见。 98 

（二）样本量 99 

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变异性影响研究的样本量，建议纳入100 

适当数量的受试者，以表征食物对药物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影101 

响。推荐在 FE 研究的每个膳食类型组中至少纳入 12 例受试102 

者。 103 

（三）膳食类型 104 

FE 研究中主要膳食类型的定义见表 1： 105 

表 1 膳食类型的定义 106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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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

类型  

总热量

（kcal） 

热量

（kcal） 

质量

（g） 

百分比

（%） 

高脂餐 800~1000 500~600 55~65 50 

低脂餐 400~500 100~125 11~14 25 

通常，高热量高脂肪食物对胃肠道的生理学影响最为明107 

显，餐后立即服药可导致原料药或制剂生物利用度发生更为108 

显著的变化。建议在 FE 研究中使用的高脂膳食预期能够产109 

生最大的胃肠道生理学效应，从而最大程度的影响药物的生110 

物利用度。 111 

某些药物在高脂餐条件下服用可能导致不能接受的毒112 

性或损失疗效，而低脂餐条件下对药物系统暴露的影响较小，113 

可提高患者依从性、减轻胃肠道局部刺激，此时药物与低脂114 

餐同服患者更易于耐受。 115 

FE 研究报告中建议提供膳食类型、食物组成、热量和含116 

量明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高脂餐和低脂餐的117 

举例见附录 1 和附录 2。 118 

（四）受试者 119 

通常选择健康成年受试者开展食物影响研究。若出于安120 

全性考虑不能纳入健康受试者，或由于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潜121 

在疾病状况导致其食物影响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存在差异，可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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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患者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需考虑给药频次、患者人123 

口统计学特征和疾病状况等因素。 124 

建议纳入男性和女性受试者，除非适应症是针对单一性125 

别患者（如口服避孕药），或出于安全性考虑而排除一种性126 

别的患者（如药物具有致畸性，应排除育龄妇女）。如果受127 

试者不能避免使用可能影响 FE 研究结果的伴随用药（如通128 

过影响胃肠蠕动或改变胃 pH 值而改变其他药物吸收的伴随129 

用药、可增加/减少试验药物代谢和排泄的药物），需将其排130 

除。 131 

（五）剂量选择 132 

为确保受试者安全，需考虑食物对药物暴露的影响以及133 

任何潜在的重大安全性影响，谨慎选择给药剂量。 134 

FE 研究中建议使用拟推荐的临床治疗剂量。若试验制剂135 

在临床治疗剂量范围内呈线性药代动力学特征，则应使用临136 

床推荐的最高剂量，除非出于安全性考虑需使用低剂量。当137 

健康受试者接受临床治疗剂量存在安全性风险时，若治疗剂138 

量范围内药物呈线性药代动力学特征，可采用试验制剂的最139 

高规格代替最高剂量。对于在治疗剂量范围内具有非线性药140 

代动力学特征的药物，建议使用药品说明书中列明的最高剂141 

量和最低剂量分别进行单次给药 FE 研究。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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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药物在胃肠道中溶解性较差，或拟评价试验制剂的143 

不同规格在处方上存在明显差异，或在其他规格已观察到食144 

物影响，建议考虑探索临床治疗剂量范围内其他规格制剂的145 

食物影响情况。 146 

（六）给药状态 147 

1. 空腹状态 148 

研究给药前夜至少空腹 10 小时后，以 240 毫升水送服149 

试验药物。服药前 1 小时至服药后 1 小时内禁止饮水。服药150 

后 4 小时内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受试151 

者在同一时间接受标准化饮食。 152 

2. 进餐状态 153 

研究给药前夜至少空腹 10 小时后，受试者于研究当日154 

给药前 30 分钟时开始进食推荐的餐食，并在 30 分钟内用餐155 

完毕，在开始进餐后 30分钟时用 240毫升水送服试验药物。156 

服药前 1 小时至服药后 1 小时内禁止饮水。服药后 4 小时内157 

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 158 

3. 限定进餐间隔的空腹状态 159 

当食物能够显著改变药物的系统暴露而需要空腹服药160 

时，常规空腹过夜的研究条件可能不便于患者实际用药，并161 

且空腹过夜的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患者空腹时间较短的162 

情况。为提供食物-药物相互作用的用药说明（例如，在给药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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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X 小时或给药后 Y 小时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可能需要164 

考虑在给药与进餐间隔适当的条件下开展 FE 研究，根据获165 

得的药代动力学数据，支持说明书中推荐的用药方法。 166 

（七）生物样本采集 167 

空腹和进餐状态给药期间，按照预定时间点采集受试者168 

的生物基质（如血浆）样本，用于表征完整的血药浓度-时间169 

曲线（如每个给药周期每名受试者收集 12~18 个样本）。若170 

预期同时给予试验药物和食物会改变体内血药浓度变化特171 

征，可以分别在空腹给药和进餐给药阶段设计不同的采样点。 172 

（八）检测物质 173 

推荐测定原形药物。若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进入体循环174 

以前，且显著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则需要同时测定175 

代谢产物。可参考《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176 

物仿制药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指导原则确177 

定检测物质。 178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报告 179 

应报告每例受试者服药后检测成分的血药浓度测定结180 

果，给出算术坐标以及对数坐标下每例受试者的药时曲线、181 

不同饮食状态的平均药时曲线。 182 

汇报以下药代动力学参数：药物的总暴露量（AUC0-∞，183 

AUC0-t）、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滞后时间（tlag）、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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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相消除半衰期（t1/2）、表观清除率（Cl/F）、表观分布185 

体积（Vd/F）。对于调释制剂等剂型，建议提供部分暴露量186 

参数（pAUC），可根据药物特征和作用机制等选择截取时间187 

段。提供每例受试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结果及汇总数据（算188 

术均值、几何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范围）。 189 

建议以空腹组为参照，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进行数190 

据分析，将药物的暴露量参数（AUC0-∞、AUC0-t和 Cmax）使191 

用自然对数进行数据转换，计算进餐组和空腹组的几何均值192 

之比及其 90%置信区间。若两试验组间 Tmax和 tlag存在差异，193 

建议阐明这种差异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 194 

若进餐组和空腹组 AUC0-∞（或 AUC0-t）、Cmax的几何平195 

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均落在 80%~125%范围内，一般可以196 

认为食物对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无显著影响，除非药物的暴露197 

-效应关系提示有更合适的评价标准。 198 

当进餐组和空腹组 AUC0-∞（或 AUC0-t）和 Cmax 的几何199 

均值之比的 90%置信区间未完全落在 80%~125%范围内时，200 

需根据临床数据库中药物暴露-效应关系的已知信息解释 FE201 

研究结果及临床意义，并根据药物的治疗窗给出具体的用药202 

建议。 203 

某些药物与食物同服时，其系统暴露的变化对暴露-效应204 

关系的影响不具有临床意义，则通常在确证性临床研究中可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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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以不考虑食物影响，并且药品说明书中可以明确药物可在空206 

腹或餐后条件下服用。若药物的临床药理学特征表明只能在207 

空腹条件下服用，则后续临床研究中需空腹给药。某些情况208 

下，食物可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此时药物与食物同服可209 

能是提高药物疗效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窄治疗指数药物生物210 

利用度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影响其安全性和疗效，因此在开发211 

过程中尤其需要考虑食物影响。 212 

五、 其他考虑 213 

（一）可与松软食物同服的药物 214 

对于说明书标明药品（如口服散剂、颗粒剂、缓释胶囊215 

等）可撒拌在松软食物（如苹果酱、布丁、蛋糕等）上进行216 

吞服的情况，应针对列出的松软食物进行额外的体内相对生217 

物利用度研究。 218 

（二）说明书标明的特定溶剂 219 

某些口服制剂（如环孢素口服液）的说明书建议将该制220 

剂与特定溶剂混合后进行给药。当药物与不同溶剂混合时可221 

形成复合物，或由于其他物理、化学或生理因素，药物的生222 

物利用度可能发生变化，应针对列出的用药方法进行体内相223 

对生物利用度研究。 224 

（三）特殊人群 225 

1.老年用药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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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疾病（如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发生率会随着年龄227 

的增长而增加，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可能发生改变。但是，这228 

些疾病一般不会以年龄相关的方式影响食物对药物生物利229 

用度的作用。因此，通常不建议在老年人群中进行单独的 FE230 

研究。 231 

2.儿童用药 232 

研发儿童制剂时，通常可在成人中对该儿童制剂进行 FE233 

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外推到儿童。此时，FE 研究可考虑使234 

用该年龄段儿童常与药物一起同服的食物（如婴幼儿配方奶235 

粉）。 236 

通常用于成人的拟上市剂型被用于儿童时，无需进行单237 

独的 FE 研究。如果儿童制剂与成人制剂非常相似（如低规238 

格片剂），则可能无需进行单独的 FE 研究。 239 

（四）说明书起草建议 240 

药品说明书通常包含食物对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241 

学（若已知）影响的基本信息，还可能涉及食物相关的用药242 

建议。关于说明书中食物影响信息的举例，可参阅附录 3。 243 

六、 参考文献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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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 259 

附录 1 高脂餐的组成* 260 

总热量（kcal） 800~1000  

来自蛋白质的热量（kcal） 150  

来自碳水化合物的热量（kcal） 250 

来自脂肪的热量（kcal） 500~600 

高脂早餐举例 1* • 2 个油煎荷包蛋（按 100 g 计） 

• 100 g 油条 

• 100 g 火腿肠 

• 240 ml 全脂牛奶 

高脂早餐举例 2* • 两个黄油煎蛋 

• 两片培根 

• 两片涂黄油的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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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 土豆泥 

• 240 ml 全脂牛奶 

*有 50%的热量来源于脂肪。如果保持含量、体积和粘度不变，则可替换这份高261 

脂餐。 262 

 263 

 264 

附录 2 低脂餐的组成* 265 

总热量（kcal） 400~500 

脂肪（g） 11~14  

来自脂肪的热量（百分比%） 25  

低脂早餐举例 1* • 1 个煮鸡蛋（按 50 g 计） 

• 100 g 馒头 

• 30 g 燕麦片或玉米片 

• 脱脂牛奶 240 ml  

低脂早餐举例 2* • 240 ml 牛奶（含 1%脂肪） 

• 一个煮鸡蛋 

• 一包加水冲泡的即食燕麦片 

*该低脂早餐的总热量为 387 千卡，含 10 g 脂肪。如果保持含量、体积和粘度不266 

变，则可替换这份低脂餐。 267 

 268 

 269 

附录 3 说明书示例 270 

案例 1 271 

用法用量 272 

药物 X 的推荐剂量为 500 mg，空腹口服，每日一次。给药前 2 小时及给273 

药后 1 小时不允许进食（见药代动力学）。 274 

药代动力学 275 

吸收 276 

食物影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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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与空腹状态相比，健康受试者食用高脂餐（1000 卡路里，脂肪占比 50%）278 

后，药物 X 的 Cmax增加 57%，AUC 增加 45%（见用法用量）。 279 

案例 2 280 

用法用量 281 

药物 X 的推荐剂量为 250 mg，口服，每日两次，在食用低脂餐（400 卡282 

路里，脂肪占比 25%）或空腹状态下服药；服用药物 X 请勿食用高脂餐283 

（1000 卡路里，脂肪占比 50%）（见药代动力学）。 284 

药代动力学 285 

吸收 286 

食物影响 287 

与空腹状态相比，健康受试者食用高脂餐（1000 卡路里，脂肪占比 50%）288 

后，药物 X 的 Cmax增加 74%，AUC 增加 87%（见用法用量）。   289 

与空腹状态相比，健康受试者食用低脂餐（400 卡路里，脂肪占比 25%）290 

后，药物 X 的 Cmax 增加 12%，AUC 增加 14%，该暴露量变化无显著临291 

床意义。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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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1e8ffadd7c8579ca4e8bc35f8a5b32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25 日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科学合理地开展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我中心组织起草了《创新

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以广泛听取各

界意见和建议，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周誉，张学辉 

  联系方式：zhouy@cde.org.cn, zhangxh@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8月 25日 

 

附件 1 ：《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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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一、概述 3 

生物利用度（ Bioavailability，BA）和生物等效性4 

（Bioequivalence，BE）均是评价创新药制剂质量的重要指5 

标。BA研究是创新药研究过程中选择合适给药途径和确定用6 

药方案（如给药剂量和给药间隔）的重要依据之一。BE研究7 

则是以预先确定的等效标准进行的比较研究，是保证含同一8 

药物活性成分的不同制剂体内行为一致性、以及两制剂是否9 

可互相替代的依据。 10 

在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及上市后，随着临床试验数据11 

和临床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对药物的生物药剂学特性、安12 

全性和有效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药物在原料药、制剂以及13 

给药方案等方面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更，这些变更可能14 

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行为，进而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因15 

此必要时需开展包括BA或BE在内的研究，对上述变更进行16 

评价。 17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可采用全身暴露指标来评价BA18 

和BE的化学创新药物口服制剂，非口服制剂（如透皮吸收制19 

剂、部分直肠给药和鼻腔给药的制剂等）也可参考本指导原20 

则。 21 

（一）生物利用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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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利用度是指药物活性成分从制剂释放吸收进入全23 

身循环的程度和速度。一般分为绝对生物利用度和相对生物24 

利用度。 25 

1.绝对生物利用度 26 

绝对生物利用度是以静脉制剂（通常认为静脉制剂生物27 

利用度为100%）为参比制剂获得的药物活性成分吸收进入体28 

内循环的相对量。 29 

2.相对生物利用度 30 

相对生物利用度则是以其他非静脉途径给药的制剂（如31 

片剂和口服溶液）为参比制剂获得的药物活性成分吸收进入32 

体循环的相对量。 33 

通常在创新药开发期间采用BA研究评价变更前后两种34 

制剂的变化情况，同时还可通过BA研究获得新制剂的药代动35 

力学信息。一般应提供变更前后两种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参数、36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主要药动学参数AUC和Cmax几何均值比37 

及其90%置信区间等。 38 

变更前后的制剂在吸收速度或程度等药代动力学性质39 

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对新制剂或新给药方式的获益和风险40 

的评价。例如，变更后制剂的生物利用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41 

变更前，研究者需根据变化的程度考虑调整给药剂量；当变42 

更后制剂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变异明显高于变更前时，可能会43 

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表明变更前后两制剂不具有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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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 45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药物峰浓度（Cmax）和暴露量（AUC）46 

的BA相似的结论可能不足以证明变更前后两种制剂的安全47 

性或有效性没有差异。例如，药物浓度达峰时间（Tmax）以48 

及血药浓度-时间曲线的不同常常提示变更前制剂与变更后49 

制剂的临床响应情况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提交额50 

外的数据分析（如部分暴露量partial AUCs）、暴露量-效应51 

评价或临床研究，以评价两制剂的BA。 52 

（二）生物等效性 53 

生物等效性（以PK为终点）是指在相似的试验条件下单54 

次或多次给予相同剂量的试验药物后，受试制剂中药物的吸55 

收速度和吸收程度与参比制剂的差异在可接受范围内。一般56 

情况下，BE研究的等效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主要药57 

动学参数（AUC和Cmax）几何均值比的90%置信区间落在58 

80.00%~125.00%范围内。 59 

当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不具有生物等效性时，申请人应60 

基于现有剂量-效应或浓度-效应数据说明吸收速度和程度的61 

差异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当无充分62 

证据时，应考虑调整处方、改变生产工艺，或补充新的安全63 

性和有效性数据。 64 

（三）BA/BE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应用 65 

1.临床试验早期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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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药临床试验早期阶段，可选择进行BA研究以反映67 

制剂的质量、阐明药物的绝对生物利用度以及为制订下一步68 

给药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此类研究选择的参比制剂通常是静69 

脉注射制剂。 70 

2.上市前变更 71 

在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当发生变更时，应根据《创新药72 

（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则》等指导原73 

则，同时结合对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安全性、有效性等74 

可能存在的影响，综合评估是否需要进行BA/BE研究，如：  75 

（1）当早期和后期临床试验制剂不同； 76 

（2）当规格不同； 77 

（3）当拟上市制剂和关键临床试验制剂不同（应进行78 

BE研究）。 79 

3.上市后变更 80 

在药品批准上市后发生变更时，是否需要进行BE研究，81 

应参考《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指82 

导原则，并结合药品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83 

二、人体BA/BE研究的方法 84 

一般情况下，推荐的BA/BE研究方法包括体内和体外的85 

方法。按照研究方法的评价效力，其优先顺序为药代动力学86 

（PK）研究、药效动力学（PD）研究、临床研究以及体外87 

研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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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代动力学研究 89 

通过测定生物基质（如血液、血浆、血清等）中的药物90 

浓度，获得PK参数以反映药物从制剂中释放并被吸收进入循91 

环系统的速度和程度。通常采用PK终点指标Cmax和AUC进行92 

评价。 93 

创新药BA/BE研究所涉及的总体设计、样本量、受试者94 

选择、单次给药/多次给药（稳态）研究的选择、生物样品分95 

析、用于评价的PK参数、试验实施过程及数据统计分析的具96 

体要求等可参考《化药创新药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97 

原则》、《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药98 

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生物等效性研究的99 

统计学指导原则》、《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100 

原则》和《窄治疗指数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101 

等相关指导原则。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创新药BA/BE研究的102 

特殊考虑。 103 

1.预试验/正式试验 104 

申请人可在进行正式的BA/BE研究之前在少数受试者中105 

进行预试验。预试验旨在：（1）初步评价PK参数的变异性；106 

（2）确定能够获得足够把握度的样本量以进行正式的BA/BE107 

研究；（3）优化样品采集时间；（4）确定周期间的清洗期。 108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预试验的设计和实施是科学规范的，109 

且纳入了足够数量的受试者并得到可评价的PK数据，则预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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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可作为确证制剂BA/BE的依据。此种情况应在研究方111 

案中予以明确。 112 

2.研究设计 113 

一般推荐使用非重复交叉研究设计。对于高变异药物和114 

窄治疗指数药物，可采用重复研究设计；对于长半衰期药物115 

（如消除半衰期≥24h），可采用平行研究设计。申请人也116 

可以采用其它研究设计进行创新药BA/BE研究，并提供充分117 

的科学依据。 118 

3.空腹或餐后条件下给药 119 

对于创新药BA/BE研究，通常在空腹条件下开展，这是120 

评价制剂间潜在差异最敏感的条件。当拟用说明书明确仅可121 

空腹服药，或者既可空腹服药也可与食物同服时，应进行空122 

腹条件下的研究；当拟用说明书明确仅可与食物同服或餐后123 

给药时，应开展参比制剂餐后条件下给药与受试制剂空腹和124 

餐后两种条件下给药的研究；在空腹条件下可能有严重安全125 

性风险的，可仅开展在餐后条件下的研究。 126 

此外，还应评估是否需开展食物影响研究，具体参考《新127 

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28 

4.给药剂量 129 

一般情况下，应采用最高规格制剂一个单位（如单片或130 

单粒）给药。如果最高规格制剂对健康受试者有安全性风险，131 

可纳入患者作为受试者，或采用较低规格制剂。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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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规格不一致时，建议采用相同133 

或相近剂量给药（不超过临床拟用最大剂量）。若采用相近134 

剂量给药，且给药剂量在PK特征呈线性范围内，可采用剂量135 

校正的方法计算生物利用度。 136 

5.检测物质 137 

一般推荐测定原形药物，因为原形药物的药时曲线比活138 

性代谢产物能更灵敏地反映制剂间的差异。 139 

对于活性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进入体循环以前（如源自140 

首过效应或肠道内代谢等）并影响有效性或安全性的情况，141 

应同时测定原形药物以及活性代谢产物。 142 

对于原形药物浓度太低，不能在生物基质中进行可靠的143 

测定，可测定活性代谢产物。 144 

（二）支持BA/BE的其他方法 145 

在药代动力学方法确实不可行时，也可以考虑进行PD研146 

究、临床研究以及体外研究等，但需充分证实所采用的方法147 

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148 

三、常见剂型的BA/BE研究 149 

（一）口服溶液剂 150 

对于口服溶液、糖浆等溶液剂型，如满足以下条件则可151 

以豁免BA/BE研究： 152 

（1）制剂为真溶液状态； 153 

（2）溶液中不含影响药物吸收的辅料（如山梨醇、维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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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E等）。 155 

当口服溶液剂暴露于胃内容物或稀释使用时可能会产156 

生沉淀（如处方中含有潜溶剂、缓冲剂等），此类制剂的处157 

方变更应考虑进行体内研究。 158 

（二）常释制剂 159 

常释制剂包括片剂、胶囊、含片、咀嚼片、口崩片及舌160 

下片等，一般建议进行单剂量空腹BA研究和食物影响研究。161 

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进行多剂量BA研究。 162 

非常规剂型（如含片、咀嚼片、口崩片及舌下片等）应163 

根据拟用说明书给药。此外，可能需要进行此类产品完整吞164 

服的BA研究以评价意外吞服完整药品的影响。 165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经常发生规格的变更，如同时满足166 

以下条件，则可豁免BA/BE研究： 167 

（1）药品剂型相同，但规格不同； 168 

（2）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169 

（3）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 170 

此外，新增规格应考虑在PK特征呈线性的剂量范围内。 171 

（三）口服混悬剂 172 

口服混悬剂的研究技术要求与常释制剂相同。 173 

（四）调释制剂 174 

调释制剂包括延迟释放制剂和缓释制剂。调释制剂的175 

BA/BE研究相关要求参考《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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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在创新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及上市

后，科学合理地开展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药

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

（征求意见稿）》，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部分专家意见，

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研发蓬勃发展。在创新药物临床试

验期间及上市后，随着临床试验数据和临床用药经验的不断

积累，对生物药剂学性质、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识也不断深

入，药物在原料药、制剂以及给药方案等方面均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变更和优化，这些变更可能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行

为、安全性和有效性，必要时应开展人体生物利用度

（Bioavailability，BA）和生物等效性（Bioequivalence，BE）

研究进行评价。其目的是：①为原料药、制剂以及给药方案

等方面的变更和优化，提供体内的生物药剂学数据支持；②

为不同制剂之间体内的安全性、有效性试验数据的桥接，用

法用量、给药方案的调整，提供药代动力学数据支持；③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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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新制剂的人体药代动力学特征，完善说明书信息。 

创新药的BA/BE研究与仿制药的BE研究具有不同的研

究目的和考量。FDA已针对创新药BA/BE研究发布过2个版本

指导原则，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具体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明

确创新药的BA/BE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应用、研究的方法等一

般原则，有利于指导和促进创新药的BA/BE研究的开展，提

高创新药临床试验效率。 

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本指导原则，以期为科学合理

地开展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提供建议。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统计与临床药理学部牵头，自 2020 年 10

月启动，核心工作组经调研起草后，于 2021 年 5 月形成初

稿，并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征求部分业内专家意见。经药审中

心内部讨论，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将阐述BA/BE研究的概念，在创新药物临床

试验期间及上市后开展BA/BE研究的目的，BA/BE研究在不

同阶段的应用，人体BA/BE研究的方法，以及常见剂型的

BA/BE研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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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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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纳

米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

价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5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5945bb17a7dcde7b68638525ed38f66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27 日 

    为规范和指导纳米药物研究与评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纳米药物质

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纳米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纳米药物非临

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 1-3）。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

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1.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2.纳米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3.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8月 25日 

附件 1 ：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附件 2 ：纳米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附件 3 ：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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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所述纳米药物系指利用纳米制备技术将原料

药等制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或以适当载体材料与原料

药结合形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等，及其最终制成的药物

制剂。纳米药物的最终产品或载体材料的外部尺寸、内部结

构或表面结构具有纳米尺度（100nm 及以下），或最终产品或

载体材料的粒径通常在 1000nm 以下，且具有明显的尺度效

应。纳米药物一般具有明确的物理界面。 

与普通药物制剂相比，纳米药物具有基于纳米结构的尺

度效应，有可能具有以下潜力：（1）增加药物的溶解度，提

高难溶性药物的口服吸收，或显著降低食物效应和个体间差

异；（2）通过包载或复合药物，提高药物的体内外稳定性，

或改善药物的溶出或释放行为；（3）改善药物对组织器官或

细胞的选择性，提高药物疗效和/或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4）

制成特殊制剂后实现新的给药途径，优化药物联合治疗策略，

或提高候选药物的成药性；（5）改变药物的最终制剂形态、

贮存条件或给药方式等，降低贮存和运输成本，提高药品生

产和使用的便利性，或改善患者顺应性等。 

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性是药物研发和评价所遵循的基

本原则。纳米药物特殊的纳米尺寸、纳米结构和表面性质等

可能导致药物体内外行为的明显变化，从而实现临床获益。

同时，纳米尺度效应带来的安全性风险可能也会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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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纳米药物质量的深入研究和有效控制，对保障纳米

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鉴于纳米药物的组成、结

构、理化性质、制备工艺、临床配制和使用方法等与传统药

物可能具有较大差异，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研究在遵循一般

性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优化

和验证纳米药物适用的分析和表征方法，对纳米药物相关的

质量属性进行研究。 

本指导原则在参考国内外已上市纳米药物的相关信息、

相关指导原则、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的研讨报告、科研文献

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纳米药物研发现状而起草，旨在为纳

米药物的质量控制研究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基于当前对纳米药物的科学认知，随

着纳米药物科学研究与技术的进展和经验积累，相关内容将

不断完善和适时更新。 

二、整体思路 

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的整体思路是基于药物评价的风险

评估策略，重点关注纳米药物的质量属性对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影响。 

基于风险评估的质量控制研究可包括以下几方面：（1）

纳米药物的类型、组成和结构；（2）纳米药物最终贮存形式、

给药途径和方式、治疗目的等；（3）纳米药物表征方法的准

确性和适用性；（4）纳米药物制备工艺可控性，包括中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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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控制策略的耐用性等，对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影响；（5）

纳米药物的质量属性对药品贮存和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药

物的体内释放、药物及其载体的药代动力学、体内分布、药

效学、安全性以及作用机制的影响。 

对纳米药物的关键质量属性进行重点研究和充分表征，

不仅有利于纳米药物制备工艺参数的优化和关键质量属性

的确定，为全面质量控制和药品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依据，

也有利于探究纳米药物的生物学特性和作用机制等，提高纳

米药物体内行为的可预测性，为非临床和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三、纳米药物的分类 

本指导原则将纳米药物分为三类：药物纳米粒、载体类

纳米药物和其它类纳米药物。 

药物纳米粒通常是采用特定制备方法直接将原料药等加

工成纳米尺度的颗粒，然后再制成适用于不同给药途径的不

同剂型。其中，常以药物活性物质为原料，通过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或其它方法制备相应的药物纳米粒。自上而下法常

通过研磨或均质等方法，将难溶性药物的大颗粒分散成小颗

粒，一般无需有机溶剂；自下而上法常将难溶性药物溶解于

良溶剂后与其不良溶剂混合，并通过适当方法控制析出颗粒

的大小和分布。 

载体类纳米药物是指以天然或合成的聚合物、脂质材料、

蛋白类分子、无机材料（可代谢排出）等作为药物递送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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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材料，基于特定的制备工艺，将原料药包载、分散、非共

价或共价结合于纳米载体形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按载

体材料的种类和结构等，载体类纳米药物包括但不限于脂质

体（Liposomes）、聚合物纳米粒（Polymeric nanoparticles）、

聚合物胶束（Polymeric micelles）、纳米乳（Nanoemulsions）、

蛋白结合纳米粒（Protein-bound nanoparticles）、无机纳米粒

（Inorganic nanoparticles）等。载体类纳米药物可通过高压均

质法、薄膜分散法、溶剂注入法、乳化溶剂扩散法、乳化溶

剂蒸发法等工艺制备。 

其它类纳米药物包括具有纳米药物特征的抗体药物偶联

物、大分子修饰的蛋白质药物等。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药物纳米粒和载体类纳米药物。药物

纳米粒和载体类纳米药物通常在体内外均具有明确的物理

界面，其纳米结构可表现出纳米尺度效应，应进行严格的质

量控制研究。载体类纳米药物涉及载体材料，其质量控制研

究与药物纳米粒有所不同。 

四、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研究 

（一）纳米药物的基本信息 

纳米药物的基本信息包括申请类型、制剂分类、组成、

粒径、剂型、给药途径和具体给药方式等。由于纳米药物具

有特殊的结构与尺度属性，因此除处方组成和辅料列表之外，

还应对纳米药物和纳米载体材料的结构（实心、囊泡、核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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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层结构等）和形态（球状、棒状、圆盘状等）等进行详

实描述；需明确各处方组成成分的主要功能（如增溶剂、载

药载体、包衣稳定剂、配体修饰靶向递送剂等）；还建议提供

药物与载体的结合方式，以及药物或载体材料在纳米结构中

的空间分布等信息。 

（二）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指标 

在纳米药物的研发过程中，应对纳米药物和纳米材料质

量相关的性能指标进行系统评价和考察。相对而言，性能指

标可分为纳米相关特性和制剂基本特性两大类。应重点关注

与纳米药物生产过程相关的质量指标（如无菌、冻干复溶等）

和可能与体内行为相关的质量指标（如粒径、表面电荷、药

物释放度等）。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相应的质量控制指标，酌情

列入纳米药物的质量标准中。 

纳米特性相关的性能指标包括平均粒径及其分布、纳米

粒结构特征、药物/聚合物摩尔比、微观形态、表面性质（电

荷、比表面积、包衣及厚度、配体及密度、亲疏水性和软硬

度等）、包封率、载药量、纳米粒浓度、纳米粒稳定性、药物

从载体的释放，以及聚合物的平均分子量及其分布、临界胶

束浓度、临界聚集浓度等。其中纳米粒的稳定性包括药物和

载体的化学稳定性，以及纳米药物和载体的物理稳定性等，

应关注纳米药物的聚集状态及演变过程。 

制剂基本特性相关的质量控制指标包括特性鉴别、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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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有关物质、残留溶剂等，以及不同剂型药典要求的质

量评价指标，如注射液的 pH 值、黏度、渗透压、细菌内毒

素、无菌、不溶性微粒等，口服固体制剂的重量差异、崩解

时限、体外溶出度或释放度、微生物限度等。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纳米药物的质量研究重点和内容可

能不同，应根据纳米药物的结构、组成、功能、用法和临床

用途等，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设置具有针对性的、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例如：对于药物纳米粒可研究其结晶

性等；对于载体类纳米药物可研究药物存在形式和状态、药

物与载体的结合方式等；对临床即配型纳米药物应关注临床

配制过程中关键纳米特性的变化等。 

基于风险评估的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需要确定其关键

质量属性。纳米药物的关键质量属性（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CQAs）及其限度范围的确定应考虑到影响产品性能的所有

直接和潜在因素，包括制剂的质量属性、中间体的质量属性、

载体材料和/或辅料等的质量属性等。应特别关注这些质量属

性在制备、贮存和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对最终产品性能的影响。

应重点考察与纳米特性直接相关的质量属性。 

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指标和 CQAs 研究，可用于纳米药

物的处方工艺筛选和稳定性考察等，并为后续的非临床研究

乃至临床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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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纳米药物的质量评价 

为了对纳米药物和载体材料进行全面的质量控制研究，

必须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方法，并进行优化和验证。鉴于纳

米药物和载体材料的多样性，对现有方法需进行规范的方法

学验证；也可建立更具有针对性的检测方法并进行系统验证；

应通过不同方法之间的比较验证等来证明方法选择的合理

性。 

在选择质量控制方法时，应注意不同方法提供的产品信

息不同，应充分考虑不同方法之间的互补性，以实现对纳米

药物关键质量属性的全面覆盖和系统研究；同时应关注拟表

征的质量属性与拟采用的检测方法之间的契合度，以保证研

究方法的适用性。如：（1）采用何种检测方法能更好地表征

纳米药物的特性（粒径测定可比较激光衍射、光散射或显微

技术等）；（2）检测时样品的处理过程（如稀释、干燥、超声、

过滤等）是否会改变纳米药物的性状等；（3）分析仪器或材

料是否会与纳米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如滤膜吸附等）。 

在进行相关质量控制研究时，应考虑分析样本的取样是

否具有代表性，取样点是否代表各阶段产品的状态（生产中、

中间体、成品、储存过程中、临床使用中），取样数量是否符

合检验检测要求等。 

纳米药物的质量评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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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纳米药物的原辅料质量控制 

对于纳米药物，其原料药和关键辅料的质量是影响药物

质量的重要因素，应考察不同来源原辅料的质量并进行相应

的质量控制研究。 

药物纳米粒一般由原料药、稳定剂和其他非活性成分组

成。除对原料药进行常规质量控制之外，还应关注其粒径、

晶型等。同时，鉴于相关辅料可能对药物纳米粒的形成、粒

径大小、稳定性、生物利用度、生物相容性等产生重要影响，

应对最终制剂中的相关辅料进行质量控制研究。药物纳米粒

中其他非活性成分包括冻干保护剂、制备过程中用到的溶剂

和试剂等。 

载体类纳米药物一般由原料药、载体材料和其他非活性

成分组成。载体材料包括天然或合成脂质、聚合物、蛋白类

等。载体材料关系到活性成分的包载、保护以及最终产品的

体内外性能，应明确载体类材料的规格、纯度、分子量和分

子量分布范围等，并通过处方工艺和质量控制研究等证明载

体材料选择的合理性。 

在纳米药物的开发过程中，辅料的选择和使用应综合考

虑其功能性和安全性。在纳米药物中按常规用量和方式使用

药用辅料时，按一般药用辅料进行质量控制即可。为了获得

特殊功能，有时在纳米药物的开发过程中需要改变常规辅料

的性能、使用方式或用量，此时应重点关注这些改变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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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风险。如将现有常规辅料制备成具有纳米结构的辅料，

或减小辅料粒径至纳米尺度后，应进行相应的质量控制研究；

有时纳米药物开发中需要制备和使用新的纳米材料、载体材

料或辅料，此时除按一般药用辅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质量控

制研究外，在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研究中，应选择其关键质

量属性进行研究（见“（二）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指标”），必

要时部分质量指标可列入纳米药物的质量标准中。 

在改变常规辅料性能或使用新辅料时，需要结合辅料及

其组合物的真实暴露水平、暴露时间和给药途径等，开展系

统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具体可参考辅料非临床安全性评价

相关指导原则。 

3.2 纳米药物的粒径大小及分布 

纳米药物的粒径大小不仅影响活性成分的载药量和释

放行为，也与药代动力学、生物分布和清除途径等密切相关，

甚至可能与纳米药物的递送机制相关。纳米药物的粒径分布

涉及到纳米药物质量稳定或变化的程度。因此，纳米药物的

粒径大小和分布对其质量和药效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是纳米

药物重要的质量控制指标。准确的粒径及分布的控制对于保

证纳米药物的质量稳定性是必需的。对纳米药物的粒径与分

布的控制标准，可根据纳米药物的类型、给药途径和临床需

求等综合选择制定。 

应选择适当的测定方法对纳米药物的粒径及分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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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进行完整的方法学验证及优化。粒径及分布通常采

用动态光散射法（Dynamic light scattering，DLS）进行测定，

需要使用有证标准物质（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CRM）

进行校验，测定结果为流体动力学粒径（Rh），粒径分布一般

采用多分散系数（Polydispersity index，PDI）表示。除此之

外，显微成像技术 [如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和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AFM）]、

纳米颗粒跟踪分析系统（Nanoparticle tracking analysis，NTA）、

小角 X 射线散射（Small-angle X-ray scattering，SAXS）和小

角中子散射（Small-angle neutron scattering，SANS）等也可

提供纳米药物粒径大小的信息。对于非单分散供试品，可考

虑将粒径测定技术与其它分散或分离技术联用。 

3.3 纳米药物的结构及形态 

纳米药物的结构和形状可能影响纳米药物在体内与蛋

白质和细胞膜的相互作用、药物的释放、纳米颗粒的降解和

转运等。不同纳米技术制备的纳米结构包括实心纳米粒、空

心纳米囊、核-壳结构或多层结构等；纳米药物常见的形状包

括球状、类球状、棒状或纤维状等。纳米药物的结构形状可

通过电子显微镜等不同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测。 

必要时可选择适当的方法，检测并控制纳米药物中包封

药物的存在形式和/或晶体状态等，从而保证药物质量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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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方法包括电镜法（Electron microscopy，EM）、X 射

线粉末衍射法（X-ray powder diffraction，XRD）、差示扫描量

热法（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偏振光显微镜

检查等。 

3.4 纳米药物的表面性质 

纳米药物的表面电荷可能影响其聚集性能和稳定性、与

细胞的相互作用和生物分布等。表面电荷取决于纳米药物的

粒径大小、组成以及分散介质等。纳米药物的表面电荷一般

是基于 Zeta 电位进行评估。Zeta 电位的测定值依赖于测定条

件，如分散介质、离子浓度、pH 和仪器参数等，应选择适当

的方法和介质进行研究，如相分析动态光散射法（Phase 

analysis light scattering，PALS）、电泳光散射法（Electrophoretic 

light scattering，ELS）或可调电阻脉冲感应技术（Tunable 

resistive pulse sensing，TRPS）等。 

纳米药物表面的包衣或功能化修饰可能改善其生物相

容性、增加体内循环时间、实现靶向递送等。采用适当的表

征技术对纳米药物的表面结构等进行分析可提供评价信息。

相关研究方法包括 X 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X 射线能量色散谱（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EDS）、飞行时间-次级离子质

谱分析法（Time-of-flight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TOF-SIMS）、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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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Elemental analysis）或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等。 

3.5 纳米药物的包封率和载药量 

对于载体类纳米药物，药物的包封可以增加药物在体内

外的稳定性、控制药物释放速度、改变药物的体内分布等，

载体的载药能力需要满足临床使用剂量和给药方式的要求。

包封率和载药量与纳米药物处方组成和制备工艺等密切相

关，应结合具体药物的特点、给药途径以及治疗剂量等进行

标准的制定。 

包封率是指包封的药量与纳米药物中总药量的比值。包

封率测定的关键是分离游离药物与包封药物，分离的方法包

括葡聚糖凝胶柱法、超速离心法和超滤法等。应根据纳米药

物的特点进行方法的适用性研究和验证。 

载药量是指装载的药量与载体类纳米药物量（药量+载

体量）的比值。载药量与药物-载体的相互作用程度有关。低

载药量可能导致辅料使用量过多、纳米粒浓度增加或注射体

积变大等，使得临床应用受限，且成本和安全性风险可能增

加。 

3.6 纳米药物的体外溶出或释放 

药物的溶出或释放是纳米药物的重要质量属性，对药物

的吸收、体内安全性和有效性、体内外稳定性等可能有明显

影响。体外溶出或释放不仅是纳米药物的质量控制指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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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纳米药物的体内行为。 

无论是使用现有方法，还是修订或重新建立方法，纳米

药物的溶出或体外释放测定法均应经过充分验证，以确保方

法的准确性和重现性；对于产品之间存在的可能影响其临床

疗效的差异，应具有较好的区分性，对处方和生产过程中的

变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在进行体外溶出或释放测定时，应重点关注游离药物与

纳米药物的分离过程，应充分考虑方法的适用性，详细描述

所用方法、试验条件和参数（如设备或仪器的型号规格、介

质、搅拌或旋转速度、温度、pH 值、表面活性剂的类型及其

浓度、酶和蛋白等），以说明方法选择的合理性。一般应绘制

完整的释放曲线，至释放达到平台期，或释放 80%以上。 

3.7 注射用纳米药物的内毒素和无菌控制 

在评估纳米药物的免疫毒性和安全性时，无菌和细菌内

毒素的控制非常重要。应根据纳米药物的特性和处方组成，

选择适宜的无菌检测方法和检验条件，并证明方法适用性。

内毒素通常用鲎试剂（Limulus Amebocyte Lysate，LAL）法

测定，有三种形式：显色、浊度和凝胶检测。在一些情况下

纳米颗粒可能会干扰 LAL 测定，导致结果不准确或重现性

差。常见的干扰包括有色纳米制剂会干扰荧光测定，纳米混

悬剂会干扰浊度测定，以及用纤维素滤器过滤的纳米颗粒会

产生假阳性。在使用某一种 LAL 法测定受到干扰时，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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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另一种测定形式。 

（四）纳米药物全过程质量控制 

一般认为，仅通过检测最终产品的质量属性来保证产品

质量是不充分的，有必要加强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以确保纳米药物的质量。具体而言，要对纳米药物所

用到的原料药、辅料、包装材料等以及生产阶段、运输阶段、

临床配制和使用阶段等分别进行相应的质量控制研究，避免

不同阶段纳米药物的关键质量属性产生明显变化，并影响其

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等。 

对于药物纳米粒，其原辅料的质量控制见“3.1 纳米药物

的原辅料质量控制”部分。对于载体类纳米药物，聚合物等载

体材料不仅应按照药用辅料标准进行检测，而且其生产过程

也应作为纳米药物制备过程的一部分，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以保证其制备工艺和质量的可靠性。对载体材料的过程控制

一般应包括：合成、提取和纯化过程；任何起始物料的来源、

规格、分子量及分布范围；生产过程中的杂质或反应副产物；

关键中间体的识别和控制；生物来源或利用生物技术获得的

物质作为起始材料时，应符合相关药用要求等。 

为确保制备工艺的可靠性，应对纳米药物制备工艺参数

和生产设备采取在线或过程控制，应提供详细的生产工艺开

发研究资料、生产设备的厂家、型号等信息；应对制备过程

和关键工艺参数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制定合理的过程控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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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关键步骤的生产条件和时限、关键生产设备的规格和

设置、关键中间体的质量控制标准、保存条件与时限等；建

立和确定 CQAs 对于纳米药物制备的过程控制和优化都非常

重要，应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纳米药物的特性建立完善

合理的检测指标；应重视纳米药物关键生产工艺的优化和验

证，如对药物纳米粒的均质工艺条件、无菌纳米药物的无菌

工艺条件等进行充分的优化和筛选，并进行全面的验证。另

外，纳米药物制备工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应随

着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验证，以保证最终产品质量

连续可靠。 

对于无菌纳米药物，由于许多纳米药物因其组成和结构

的复杂性，可能无法通过常规的终端灭菌程序进行灭菌，除

菌过滤工艺操作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应关注生产过程中对微

生物负荷的控制和监测，如原辅料和内包材的质量控制、过

滤系统的设计、灭菌/除菌过滤工艺参数的研究、生产时限控

制等。 

纳米药物的生产规模也会影响其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

生产规模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其表观理化性质、制剂或产品稳

定性和工艺材料的残留等，从而影响纳米药物的体内作用、

药代动力学与组织分布，进而影响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因

此，应特别关注生产批量对纳米药物质量可控性的影响，在

改变生产规模时应进行全面的质量对比检查。为了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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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间的一致性，不仅要考虑纳米药物的理化性质，还必须

考察其生物功能、药物释放行为或其它因素。同样地，尽早

建立 CQAs 并监测不同批次的相关参数，有助于不同批次纳

米药物之间的质量衔接性（如早期开发批和正式商业批），保

障纳米药物批间的一致性。当纳米药物应用于临床时，应评

估其批间差异。注册批和商业批的生产工艺及批量原则上应

保持一致。 

（五）纳米药物的稳定性研究 

除了开展常规的药物稳定性研究以外，建立适当的方法

来准确评估纳米药物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纳米药

物稳定性的因素包括：聚合物或纳米颗粒的降解、纳米颗粒

的聚集、药物的降解、载体内药物的泄漏、表面修饰分子或

包衣材料的降解等。通过简单的粒径和表面电荷测定有时难

以全面评估纳米粒的稳定性，需要结合纳米药物自身特点，

建立符合要求的评价方法或指标。 

稳定性试验应关注但不限于以下指标及其变化：粒径及

分布、粒子形状和电荷；药物或纳米颗粒的分散状态；纳米

颗粒的再分散性；药物的体外溶出、释放或泄漏；纳米颗粒

的降解（包括表面配体的清除或交换）；纳米颗粒与包材的相

容性；配制和使用中与稀释液、注射器、输液袋等的相容性。 

纳米药物稳定性的研究包括储存期间、配制阶段和临床

使用中的稳定性以及影响因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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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纳米药物的上市后变更 

纳米药物上市后的药学变更研究可参考相关指导原则，

根据变更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开展药学比较研究、非临床

研究、体内生物等效性（Bioequivalence，BE）研究或临床研

究等。应保留关键批次的样品用于变更前后的数据对比。 

变更研究的深入程度取决于纳米药物自身特征、变更类

型及变更阶段等。提供的变更资料应包括不同批次纳米药物

的体外关键性质的比较，特别是可能受变更影响或不能确定

影响程度的检测指标。体内研究则应证明变更后药品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是否发生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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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纳米药物物理化学属性的常用表征方法 

属性 方法 测量参数 优势 劣势 

粒径 

动 态 光 散 射

（DLS） 

液体动力学

粒径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 

不适合多分散体系，分辨率

低，不适合非球形纳米药物 

粒 子 示 踪 分 析

（NTA） 

液体动力学

粒径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逐

粒测量 

需要进行更多的方法优化，

小颗粒分辨率低，不适用非

球形纳米药物 

可调电阻脉冲感

应技术（TRPS） 

原始粒径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逐

粒测量 

不适用于小颗粒（<40 nm），

不适用非球形纳米药物 

差分离心沉降法

（DCS）  

液体动力学

粒径 

操作方便，可分

离，分辨率高 

适用低密度粒子，不适用非

球形纳米药物 

场流分离串联多

角度光散射检测

器或（FFF-MALS） 

液体动力学

粒径 

高分辨率，自动

化，形状区分 

需要复杂的条件优化和校

准，偏向大颗粒，需要专人操

作 

电镜（EM） 核粒径 直接可视化，形

状信息，高分辨

率 

密集型，低通量，干燥样品，

低密度原子不太敏感  

粒径

分布 

动 态 光 散 射

（DLS） 

PDI 多分散性的简

要描述 

小颗粒被大颗粒隐藏，不适

用于多分散体系 

粒 子 示 踪 分 析

（NTA） 

粒子群大小 逐粒测量 分辨率有限 

可调电阻脉冲感

应技术（TRPS） 

粒子群大小 逐粒测量 不适用于小粒径的纳米药物 

差分离心沉降法

（DCS） 

粒子群大小 有分离性 不适用于多分散体系 

场流分离串联动

态光散射或多角

度光散射检测器 

（FFF-DLS，FFF-

MALS） 

粒子群大小 有分离性，高分

辨率 

对大颗粒有偏差，需要专人

操作 

电镜（EM） 粒子群大小 高分辨率，逐粒

测量，可视化 

低能量 

形状 

电镜（EM） 形态 直接可视化，适

用不同形状和

结构 

需要专人操作，低能量，低密

度原子不太灵敏 

X 射 线 衍 射

（XRD） 

结构信息 非常敏感 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而不

是直接获得形状 

原 子 力 显 微 镜 形貌 超分子组装体 需要专业知识，横向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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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M） 有限 

表面

电荷 

电 泳 光 散 射 法

（ELS） 

Zeta 电位 高分辨率 不适合多分散，高度依赖条

件（电导率、pH、溶剂等），

表观值 

Zeta 粒子示踪分

析 

Zeta 电位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 

小颗粒分辨率有限，表观值 

可调电阻脉冲感

应技术（TRPS） 

Zeta 电位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逐

粒 

不适用小粒径的纳米药物，

表观值 

电声光谱 Zeta 电位 操作方便，成本

低，速度快，逐

粒 

模型复杂，表观值 

表面

化学 

X射线光电子能谱

法（XPS） 

表面组成 适合于浓缩样

品 

要干燥样品，易产生偏差，需

要专人操作 

二 次 离 子 质 谱

（SIMS） 

表面组成 半定量，化学分

析 

需要技术，干燥样品和恶劣

的条件可能改变纳米药物 

核磁共振（NMR） 接枝大分子

的量 

三维分辨率，表

面和内部成分

分析，高灵敏度 

需要氘化介质，没有构象信

息 

色谱质谱联用 接枝大分子

的量 

高灵敏度，可自

动化的 

没有沉积、构象和同质性信

息 

紫外可光或荧光

光谱 

靶分子连接 可用，定量 没有配体方向的信息、依赖

配体 

表面等离子共振

技术（SPR） 

靶分子连接 低成本，直接，

量化 

间接，缺乏可靠的方法 

体外

药物

释放

和载

药量 

液相色谱（LC） 载药量 高灵敏度 需要样品制备、优化和纳米

药物的溶解 

分子排阻色谱或

固相萃取联用色

谱  

药物释放 定量、易自动

化、灵敏度高 

低通量，需要稀释，诱导药物

释放 

透析 药物释放 稳健，低洗脱

量，适用于复杂

系统（血浆） 

耗时，不适用于复杂介质，活

性成分易吸附于膜上 

超滤 药物释放 平衡条件，软

法，介质连续性 

膜被颗粒堵塞，活性成分吸

附于膜上，方法苛刻 

应谨慎选择表征纳米药物理化性能的仪器和技术，充分理解仪器测量的基本

原则和被测量物的实际性能，应理解测量值与拟报告质量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另

外，还应了解仪器是否具有测定需要的精密度和准确性，及其检测限和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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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所述纳米药物系指利用纳米制备技术将

原料药等制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或以适当载体材料

与原料药结合形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等，及其最终制

成的药物制剂。与普通药物相比，纳米药物具有基于纳米

结构的尺度效应，可以实现多种目标。纳米药物通常分为

三类：药物纳米粒、载体类纳米药物和其它类纳米药物。

纳米药物的范围、特点及分类信息参见《纳米药物质量控

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载体类纳米药物和药物纳米粒，不

适用于其它类纳米药物。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基于当前对纳米药物的科学认知，

随着纳米药物科学研究的进展和经验积累，相关内容将不

断完善和适时更新。 

二、基本原则 

（一）基本考虑 

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相关指导原则的一般原

则适用于纳米药物。但与普通药物相比，纳米药物因其特

殊的纳米尺度效应和纳米结构效应等理化特性，使其具有

特殊的生物学特性，从而导致其药代动力学特征与普通药

物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如组织分布、蓄积和清除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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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纳米药物理化性质的特殊性及体内可能存在多种形

态，对其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提出了特殊要求。 

因此，本指导原则主要描述了与其它指导原则中非临

床药代动力学研究建议不一致的特殊情况。研究者需根据

不同纳米药物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进行试验设计，并对试

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为非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提供

参考，以支持开展相应的临床试验。 

（二）受试物 

应采用工艺相对稳定、能充分代表临床拟用样品的受

试物开展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 

受试物在贮存、运输、配制和测定过程中，所包含的

纳米粒子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如聚集、泄漏、结构破

坏等），从而导致其动力学行为改变，而不能真实反映纳

米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因此，在上述过程中需确保受

试物的相关性质不发生明显改变。 

基于纳米药物的特殊性，对受试物的其它要求参见

《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三、载体类纳米药物药代动力学研究 

与普通药物相比，载体类纳米药物具有特殊的纳米尺

寸、纳米结构和表面性质等，这可能导致药物的理化性质

和生物学行为发生变化，如提高药物的体内外稳定性、改

善药物的溶解性、改善药物的释放特性、促进药物的跨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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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改变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体内分布以及对组织

器官或细胞的选择性等。充分了解载体类纳米药物的体内、

体外药代动力学信息对其非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体外试验 

鉴于当前技术手段的局限性，某些体内信息尚无法准

确获得，但在体外模拟情况下，可以对某些体内相关行为

进行预测性分析。针对载体类纳米药物开展的体外试验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1 生物样本中的稳定性 

在体内试验前，应对载体类纳米药物在合适的动物种

属和人的全血或血浆、其它生理体液、生物组织匀浆中的

体外稳定性进行研究，观察指标包括载体类纳米药物泄漏

或释放情况、载体材料降解、载药纳米粒的分散程度等。 

1.2 血浆蛋白吸附 

对于具有长循环效应的纳米药物，其体内（尤其是全

血或血浆中）的滞留时间是决定纳米药物向单核吞噬细胞

系统（Mononuclear Phagocyte System, MPS）以外的靶部

位定向分布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血浆调理素（如免疫球蛋

白、补体蛋白等）的吸附及其介导的吞噬作用则是体内长

循环时间的最主要限制因素。因此，对于经注射进入体循

环或经其它途径给药但最终进入体循环的纳米药物，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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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进行血浆蛋白吸附试验，以评价血浆蛋白对纳米药物

的调理作用。试验中可选用提纯的蛋白对吸附作用进行定

量考察。 

1.3 蛋白冠研究 

在体内环境中，蛋白可能附着于载体类纳米药物表面

形成蛋白冠，蛋白冠的形成可能影响纳米药物的血液循环

时间、靶向性、生物分布、免疫反应和毒性等。必要时，

可考虑采用动物和人血浆在模拟体内条件下对蛋白冠的

组成及其变化进行定性和/或定量分析。 

1.4 细胞摄取与转运 

细胞对纳米药物的摄取与转运可能与普通药物存在

差异。必要时，在充分考虑纳米药物体内处置过程的基础

上，选择适当的细胞系进行细胞摄取以及胞内转运过程和

转运机制的研究。 

（二）体内试验 

载体类纳米药物进入体内后，存在载药粒子、游离型

药物、载体材料及代谢产物等多种形态成分。“载药粒子-

游离型药物-载体材料”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对其体内相互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是载体类纳米药物药代

动力学研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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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吸收 

载体类纳米药物可能通过静脉、皮下或肌肉等多种给

药途径进入机体，给药途径是决定纳米药物吸收的重要因

素。如：静脉给药后，纳米药物载药粒子直接进入体循环；

经皮下或肌肉途径给药后，载药粒子主要通过淋巴系统吸

收（主要为局部淋巴结），然后进入体循环。 

普通药物的体内吸收特征主要通过测定体循环中的

活性药物浓度来体现。载体类纳米药物与普通药物的区别

在于其功能单位“载药粒子”的存在。因此，需要分别测定

血液中游离型药物和负载型药物的浓度，另外建议测定血

液中载体材料和载药粒子的浓度（以质量计），以进一步

获得体内药物释放动力学及载体解聚/降解动力学的相关

信息。 

采集生物样本时，应合理选择采样时间点和采样持续

时间，以充分反映纳米粒子在体内的清除过程。通常认为

初始分布相（如静脉注射给药 30 分钟内）的信息对于评

估纳米药物从血液循环中的消除过程至关重要，因此应特

别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载体类纳米药物静脉注射（如聚

乙二醇化载药粒子）可诱导免疫反应。再次注射后，在血

液中会被加快消除，甚至丧失长循环特性，并且在肝脾等

MPS 组织的聚集量增加，即“加速血液清除”（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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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Clearance, ABC）现象。因此，此类载体类纳米药物

在多次给药试验时，建议考察是否存在 ABC 现象。 

2.2 分布 

纳米药物在组织器官中的分布取决于载药粒子自身

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表面特性；同时，还受到血中蛋白结

合、组织器官血液动力学、血管组织形态（如间隙大小）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普通药物不同，载体类纳米药物在

体内始终存在“载药粒子-游离型药物-载体材料”多种形态

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载药粒子是药物的运输工具和储库，

靶部位/靶点（如肿瘤组织）中的游离药物是发挥药效的物

质基础，而其它组织中的游离药物、载药粒子、载体材料

等则可能是导致毒性/不良反应的物质基础。 

因此，应进行不同组织中总药物分布研究，如可行，

建议对靶器官和潜在毒性器官中的游离型药物和负载型

药物分别进行测定。对于缓慢生物降解或具有明显穿透生

理屏障性质的高分子载体材料，建议进行不同组织中总载

体材料的分布研究。同时，鼓励在不同组织中进行总粒子

分布动力学和释药动力学研究。 

2.3 代谢 

载体类纳米药物中的活性药物及其解聚的载体材料

在体内主要经肝脏和其它组织中的代谢酶代谢。此外载药

粒子易被 MPS 吞噬，进而被溶酶体降解或代谢，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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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和载体材料代谢/降解产物的种类和数量产生影响。

因此，应确定活性药物和载体材料的主要代谢/降解途径，

并对其代谢/降解产物进行分析。 

2.4 排泄 

载体类纳米药物中的活性药物和载体材料可能通过

肾小球滤过和肾小管分泌进入尿液而排泄，或通过肝脏以

胆汁分泌形式随粪便排泄。载药粒子自身一般不易经过上

述途径直接排泄，需解聚成载体材料或载体材料降解后主

要经肾脏排泄。因此，应确定给药后活性药物的排泄途径、

排泄速率及物质平衡。同时鉴于载体材料的特殊性，建议

根据载体材料的具体情况对其开展排泄研究。 

2.5 药物相互作用 

载体类纳米药物进入体内后可能会对代谢酶和转运

体产生影响。联合用药时，可能发生基于载药粒子、游离

型药物、载体材料与其它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带来潜

在的安全性风险。建议评估载体类纳米药物是否存在对代

谢酶及转运体的抑制或诱导作用。 

（三）样品分析 

3.1 分析方法 

试验时需根据载体类纳米药物的具体情况采用合适

并经过验证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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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药物的常用分析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荧光标

记法、放射标记法、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等。 

鼓励对载药粒子进行体内检测。可采用荧光、放射性

物质等标记载药粒子，采用小动物活体荧光成像仪（IVIS）、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PECT）、全身放射自显

影等示踪载药粒子，并基于影像信号进行半定量分析。在

适用条件下，鼓励采用环境响应探针，如基于聚集导致淬

灭（ACQ）、Föster 能量共振转移（FRET）、聚集诱导发

光（AIE）效应的近红外荧光探针，标记载药粒子，进行

载药粒子的体内定量或半定量分析。 

高分子载体材料由于其自身及其体内代谢/降解产物

分子量呈多分散性，采用荧光或放射标记的方法可对其进

行体内定性和半定量分析，但是需通过试验证明标记物在

体内不会脱落或被代谢。随着 LC-MS/MS 法在高分子材

料中的广泛应用，可尝试采用 LC-MS/MS 法进行载体材

料体内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 

3.2 样品处理方法 

载体类纳米药物在进入体内后，活性药物一般会以游

离型与负载型药物的形式存在，在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时

需要对二者进行有效分离。分离生物样本中游离型/负载

型药物的常用方法包括平衡透析、超速离心、超滤、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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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排阻色谱、柱切换色谱等。目前，尚没有适用于所

有类型纳米药物的标准处理方法，应基于载药粒子和活性

药物的性质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对于体内游离型/负载型药物的测定主要包括直接法

与间接法。直接法是分别测定游离型药物和载药粒子中的

负载型药物，更能准确体现暴露量；间接法是测定总药物

浓度和游离型药物浓度，取二者差值即为负载型药物浓度。

为保证测定的准确性，两种方法在样品处理和分离过程中，

均需确保载药粒子、游离型药物、解聚材料等不同形态成

分的状态不能发生变化。 

载药粒子在组织匀浆过程中易被破坏或释放药物，从

而可能导致无法准确测定组织中不同形态药物或载体材

料的真实浓度，因此，建议选择合适的组织样品预处理与

分离方法。 

3.3 分析方法学验证 

建立载体类纳米药物体内分析方法学时，建议校正曲

线及质控的生物样本模拟给药后载药粒子、游离型药物、

负载型药物、载体材料的体内实际状态进行制备。 

分析方法学验证内容参照相关指导原则。 

（四）数据分析及评价 

应有效整合各项试验数据，选择科学合理的数据处理

及统计方法。如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应注明所用程序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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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版本和来源，并对其可靠性进行验证。 

对所获取的数据应进行科学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综

合评价载体类纳米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分析药代动力

学特点与药物的制剂选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关系，基于

体外试验和动物体内试验的结果，推测临床药代动力学可

能出现的情况，为药物的整体评价和临床试验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 

普通药物在进入体内达到分布平衡后，一般情况下药

物在循环系统中的浓度与在靶组织中的浓度呈正相关，基

于血药浓度的传统药代动力学模型，可以间接反映药物在

靶组织中的浓度及其药理效应。但是载体类纳米药物在体

内一直存在着释药过程，在测定载药粒子、载体材料、负

载与游离型药物浓度的基础上，结合纳米药物发挥药效的

作用方式，鼓励建立适合于纳米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模型，

以评估载体类纳米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行为。 

四、药物纳米粒药代动力学研究 

药物纳米粒通常采用特定制备方法直接将原料药等

加工成纳米尺度的颗粒，然后再制成适用于不同给药途径

的剂型。纳米粒子的形成可能明显改变活性药物的溶出特

征及其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因此其体内药物动力学行为可

能发生明显改变。药物纳米粒是由药物自身形成的固态粒

子，与载体类纳米药物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其药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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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可参考载体类纳米药物的研究思路，并根据药物纳

米粒的特征进行适当调整。  

药物纳米粒的体内过程也可以采用标记法进行研究，

但由于药物纳米粒的骨架排列紧致，标记物不易被包埋。

药物纳米粒的标记可采用杂化结晶技术，探针的使用应不

影响药物纳米粒的基本理化性质和药代动力学行为。 

仅以提高表观溶解度和溶解速率为目的的口服药物

纳米粒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可参考非纳米药物的研究思路。 

五、其他需关注的问题 

（一）不同给药途径纳米药物的特殊考虑点 

对于不同给药途径的纳米药物，在进行非临床药代动

力学研究时，除了上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外，尚需要关注

以下内容： 

经皮给药：纳米药物可能具有较高的毛囊渗透性或分

布至局部淋巴结处。不同皮肤状态（如完整、破损、患病）

可能影响纳米药物透皮的渗透性。因此，在评估经皮给药

纳米药物的暴露程度时应考虑相关影响。应注意考察不同

状态下纳米药物在给药局部和全身的暴露量差异，并为毒

理学试验设计提供暴露量参考信息。 

皮下给药：与其它给药途径（如皮肤给药）相比，皮

下给药后纳米药物进入角质层下，具有更高的致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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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增强对其它过敏原的敏感性。需关注不溶性纳米药

物在皮下的蓄积和转移。 

吸入给药：由于纳米药物可广泛分布于肺泡表面，并

透过肺泡进入血液循环，纳米药物的肺部沉积、呼吸组织

中的分布以及系统生物利用度可能与比纳米药物更大的

粒子不同。应关注不溶性载体类纳米药物在肺内的蓄积及

转移。 

静脉给药：与普通药物相比，纳米药物静脉给药后其活

性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组织分布和半衰期，非临床药代动力

学研究时应予关注。 

口服给药：对于口服药物，制备成纳米药物通常是为了

提高药物活性成分的生物利用度。如果口服药物中含有不溶

性纳米成分，其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应该评估不溶性纳

米成分的组织分布、排泄与蓄积情况。 

对于其他特殊给药途径的纳米药物，研究时需采取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策略。 

（二）不同申报情况的考虑 

对于已上市的药品通过制剂技术改造形成的改良型

纳米药物，应考虑改良后可能影响药物的吸收、分布、代

谢和排泄。当不涉及新辅料/新载体材料时，在已有非临床

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基础上，应开展纳米药物与普通药物对

比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包括组织分布研究。对于载体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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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米药物，还应关注载药粒子的体内释放 /解聚的速率及分

布。特别是当载药粒子及活性药物的组织分布发生改变时，

需要有针对性地分别说明其分布特点与蓄积程度。当涉及

新辅料/新载体材料时，还应研究新辅料/新载体材料的药

代动力学特征。 

对于已上市纳米药物的仿制药，因纳米药物的特殊性，

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处方和工艺的差异可能导致药物体内

药代动力学行为发生改变，从而带来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变化，

仅通过药学对比研究往往不足以充分提示受试制剂与参比

制剂体内行为的差异。基于上述考虑，在开展人体生物等效

性研究或临床试验前，应选择合适的动物种属进行非临床药

代动力学对比研究，必要时进行组织分布比较，以充分提示

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在系统暴露和/或在药效/毒性靶器官分

布上的一致性。 

六、名词解释 

载药粒子：以载体材料将活性药物包载、分散、非共

价或共价结合所形成的纳米尺度整体颗粒。 

游离型药物：从载药粒子中释放至粒子外的药物。 

负载型药物：存在于载药粒子中未被释放的药物。 

七、参考文献 

[1] CFDA.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 2014. 

[2] NMPA.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特殊注射剂）质量和疗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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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技术要求.2020. 

[3] NMPA.药物相互作用技术指导原则（试行）》.2020. 

[4] CDER,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ug Products, Including 

Biological Products, that Contain Nanomaterials(draft). 2017. 

[5] CDER,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Liposome Drug Products: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Human 

Pharmacokinetics and Bioavailability; and Labeling 

Documentation. 2018. 

[6] CHMP, EMA. Reflection paper on the data requirements for 

intravenous liposomal products developed with reference to an 

innovator liposomal product. 2013. 

[7] CHMP, EMA. Joint MHLW/EMA reflection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 copolymer micelle medic inal product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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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所述纳米药物系指利用纳米制备技术将原

料药等制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或以适当载体材料与原

料药结合形成的具有纳米尺度的颗粒等，及其最终制成的药

物制剂。纳米药物通常分为三类：药物纳米粒、载体类纳米

药物和其它类纳米药物。纳米药物的范围、特点及分类信息

参见《纳米药物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纳米药物由于其特殊的纳米尺度效应和纳米结构效应

等理化特性，具有较为特殊的生物学特性。纳米药物在体内

可能通过被动靶向、主动靶向、物理靶向、化学靶向等方式

高选择性地分布于特定的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内结构，

改变原形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如体内组织分布，并进而影

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样，由于纳米药物的特殊性，适用

于普通药物非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策略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

纳米药物，除了常规毒理学评价外，还有许多特别关注之处。

通过获得较为全面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数据，充分考虑和全

面评估纳米药物的潜在风险，从而为其临床试验设计和临床

合理用药提供信息。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药物纳米粒、载体类纳米药物，不适

用于其它类纳米药物。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基于当前对纳米药物的科学认知，随

着纳米药物科学研究的进展和经验积累，相关内容将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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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适时更新。 

二、基本原则 

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相关指导原则的一般原则适用

于纳米药物，同时应基于纳米药物的特性，开展针对性的非

临床安全性研究。由于纳米药物情况复杂，本指导原则不可

能涵盖各种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试验的全部内容，其安全

性研究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试验设计应符合

随机、对照、重复的基本原则。 

创新纳米药物应进行全面系统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

究。应基于纳米药物结构及其功能的表征信息，结合其物理

化学性质，对其非临床安全性进行研究。 

三、基本内容 

（一）试验系统的选择 

在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时，为获得科学有效的试

验数据，应选择适合的试验系统。选择试验系统时，在充分

调研受试物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研究等相关文献资料的基

础上，还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试验系统对纳米药物的药效

学反应差异，如敏感性、特异性和重现性；实验动物的种属、

品系、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如果选择特殊的试验系统，应说

明原因和合理性。 

由于纳米药物具有特殊的理化性质，一般情况下，可根

据纳米药物的特点先开展体外试验进行早期筛选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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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评估，如细胞摄取及相互作用、补体激活情况等研究。 

在进行动物体内试验时，若已知特定动物种属对某些纳

米药物的毒性更为敏感，应考虑将其用于试验。 

随着纳米药物的不断发展，替代的毒性测试方法可能有

助于研究纳米药物与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快速发展的成像

技术以及多种毒理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

谢组学等）可考虑作为毒性评价的补充研究。 

（二）受试物 

受试物应能充分代表临床拟用样品。应提供生产过程、

关键质量特征、制剂等方面的信息，如稳定性（药物和载体

的化学稳定性、物理稳定性）、分散剂/分散方法、纳米特性

（粒径、粒径分布、比表面积、表面电荷、表面配体等）、表

面性质（包衣及厚度、配体及密度等）、载药量、浓度、溶解

性、药物从载体的释放、纳米药物的聚集状态及变化过程、

表征的方法和检测标准等。 

由于在储存和运输等不同条件下纳米药物活性形式的

稳定性以及纳米药物的功能性、完整性、粒径范围、载体材

料的稳定性及可能降解产物等可能发生变化，试验前应考虑

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使用合适的技术方法对纳米药物的纳

米特性（粒径分布、表面性质、药物载量等）和分散稳定性

（在介质中溶解、均匀分散或团聚/聚集）进行测定和量化。 

纳米药物可能产生团聚或者存在稀释后包裹药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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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等可能性。若纳米药物需稀释和/或配制后给药，应关注

纳米药物配制后在不同浓度、溶媒、体外细胞培养液或者其

它体外试验体系下的稳定性、均一性和药物释放率等特征是

否发生改变。体外试验需要评估受试物是否在体外细胞培养

液或者其它体外系统中产生团聚，需要测试满足体外试验浓

度和时间条件下纳米药物颗粒大小是否发生改变，评估体外

试验进行安全性评价的可行性。 

（三）试验设计的基本考虑 

纳米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的试验设计除遵循普通药

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的一般原则外，还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1 给药剂量 

纳米药物由于溶解性、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与普通药物

有差异，可能会影响到试验中拟给予的最大给药剂量。 

在描述纳米药物的剂量反应关系时，除采用传统的质量

浓度外，可考虑同时提供质量浓度和纳米颗粒数目/比表面积

的剂量单位信息。 

3.2 对照组设置 

对于包含新药物活性成分的纳米药物，建议设计单独的

药物活性成分组，以考察纳米药物与单独的药物活性成分相

比在安全性的差异。 

对于包含新纳米载体的纳米药物，一般应设计单独的无

药纳米载体组，以考察新纳米载体的安全性及其对活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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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安全性的影响。 

3.3 检测时间和频率 

部分纳米药物在组织中的清除速度较慢，即使停药一段

时间后仍可能存在蓄积，应根据纳米药物在不同组织器官中

的蓄积情况合理设置毒性指标的检测时间点和检测频率，必

要时可考虑适当延长恢复期的时间和/或设置多个恢复期观

察时间点。 

3.4 结果分析和风险评估 

应重点关注纳米药物及其活性成分和/或载体材料相关

的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和呼吸系统毒性、遗传毒性、致癌性、

免疫原性、免疫毒性等，对组织靶向性、毒性特征和作用机

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在免疫功能评估时，应考虑对免疫激活（如补体系统、

细胞因子分泌、诱导抗体反应和过敏反应等）或免疫抑制的

影响，必要时关注对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功能的影响。 

在对产品或工艺进行变更（如产品或工艺优化）之前，

应根据变更的程度及风险，谨慎评估对产品安全性的影响。

必要时，需开展非临床对比研究。 

（四）重点关注内容 

4.1 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 

纳米药物主要经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mononuclear 

phagocytic system，MPS）的吞噬细胞清除。由于吞噬细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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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聚集在淋巴结和脾脏的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肝巨

噬细胞（Kupffer 细胞）等组成，因此纳米粒子更容易聚集到

肝脏、脾脏和淋巴组织等器官组织。此外，纳米颗粒在体内

可能会与体液的不同成分相互作用，在纳米材料表面吸附不

同生物分子（以蛋白质分子为主）形成生物分子冠层（如蛋

白冠），进而被免疫细胞表面受体识别，容易被免疫细胞捕获

吞噬，或者蓄积于单核吞噬细胞系统，产生免疫原性和免疫

毒性，还可导致类过敏反应。 

在纳米药物的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应关注纳米药物由于

其特殊性质、靶点情况、拟定适应症、临床拟用人群的免疫

状况和既往史、给药途径、剂量、频率等相关因素导致的免

疫原性和免疫毒性风险，根据免疫反应的潜在严重程度及其

发生的可能性，确定相应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策略，采用“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进行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的风险评估，

必要时结合追加的免疫毒性研究进行综合评价。应考虑到纳

米药物可能存在免疫增强、免疫抑制、补体活化、炎症反应、

过敏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等风险，设计特异性的试验进行评

估。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相关评估方法可参考《药物免疫原

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ICH S8 等指导原则中的相关要求。 

4.2 神经系统毒性 

纳米药物与普通药物相比更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安全性担忧。一些纳米药物透过血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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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后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相应的生物学效应和/或导

致神经毒性。因此，对于纳米药物，应关注纳米药物透过

血脑屏障的情况（如血脑浓度比值），评估其潜在神经毒

性作用。纳米药物的神经毒性研究应根据受试物分布特

点，结合一般毒理学、安全药理学试验结果等综合评价神

经毒性风险，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开展进一步的

补充研究。对于具有潜在神经毒性风险的纳米药物，建议

开展体外毒性研究（如，神经细胞活力测定和细胞功能测

定）和体内动物试验。体内动物试验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的

安全药理学试验，以及结合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开展的神经

系统评价，必要时可考虑开展神经行为学试验和使用成像

技术追踪纳米药物及载体在神经系统内的迁移、分布和吸

收等研究。 

某些纳米药物由于其药代特征的改变可能引起外周神

经毒性，应根据品种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研究。 

4.3 遗传毒性 

新药物活性成分的纳米药物和新纳米载体/辅料需要开

展遗传毒性评价。由于纳米药物对活性成分的载药量、释放

行为和细胞摄取程度有影响，也与药代动力学、生物分布和

清除途径以及药物递送机制等密切相关，因此，建议根据纳

米药物的作用特点，以遗传毒性标准组合试验为基础，设计

合适的试验并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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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纳米药物细胞摄取程度可能不同于普通药物，因此

进行体外遗传毒性试验时应分析其细胞摄取能力。细菌回复

突变试验（Ames）可能不适合于检测无法进入细菌内的纳米

药物。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建议使用可摄取纳米药物的细

胞系，同时应考虑纳米药物在细胞内发挥作用的浓度、时间

点进行合适的试验设计，并同时对细胞摄取能力进行分析。

进行体内遗传毒性试验时，需通过适当方式研究确定纳米药

物在骨髓、血液等取样组织中有暴露且不会被快速清除，否

则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 

4.4 致癌性 

纳米药物开展致癌试验的必要性以及致癌性试验要求

可参考 ICH S1 指导原则。 

4.5 生殖毒性 

纳米药物可能容易通过胎盘屏障、血睾屏障、血乳屏障

等生物屏障，从而对生殖器官、生育力、胚胎-胎仔发育、子

代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关注纳米药物的生殖毒性风

险。生殖毒性评价的研究策略、试验设计、实施和评价等参

考 ICH S5 指导原则，同时应关注纳米药物在生殖器官的分

布和蓄积情况。在生育力与早期胚胎发育试验中，如果纳米

药物存在蓄积或延迟毒性，可考虑适当延长交配前雄性动物

给药时间，除常规精子分析（如精子计数、精子活力、精子

形态）外，必要时可增加检测精子功能损伤的其它指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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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毒性试验中，应注意考察 F1 子代的神经毒性、免疫毒

性、免疫原性等毒性反应情况，必要时可开展更多代子代（如

F2、F3 等）的生殖毒性研究。 

4.6 制剂安全性 

对于注射剂型，在进行体外溶血试验时应关注纳米药物

在溶液中是否会存在团聚现象。若发生团聚，因对光线存在

折射和散射的效应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失真，不宜采用比色

法（分光光度计）进行体外溶血试验，推荐采用体内溶血的

方法进行试验。 

4.7 毒代动力学 

纳米药物受其尺度、表面性质和形状等物理化学性质的

影响，药物的转运模式发生变化，其体内吸收、分布、代谢、

排泄等药代动力学行为均可能发生明显变化，进而引起有效

性与安全性方面的改变。部分纳米药物可能在组织中存留的

时间较长，组织暴露量高于系统暴露量，尤其毒性剂量下在

组织中的存留时间可能会明显比药效剂量下更长，在体内某

些组织器官发生蓄积，这种蓄积作用在纳米药物多次给药后，

可能产生明显的毒性反应。因此，应通过毒代动力学研究纳

米药物在全身和/或局部组织的暴露量、组织分布和清除（必

要时）以及潜在的蓄积风险，为纳米药物的毒性特征的阐释

提供支持性数据。 

对于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中的毒代动力学研究及体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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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析方法的具体技术要求，可参考《纳米药物非临床药代

动力学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和《药物毒代动力学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的

相应内容。 

（五）不同给药途径的特殊关注点 

经皮给药：纳米药物可能具有较高的毛囊渗透性或分布

至局部淋巴结；不同皮肤状态（如完整、破损、患病）可能

影响纳米药物透皮的渗透性；此外，不同于普通药物，纳米

药物可能与光照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皮肤与光的相互作用。

因此，毒性试验中应注意考察不同皮肤状态、不同影响因素

下纳米药物在给药局部和全身的暴露量差异以及相应的毒

性风险。 

皮下给药：与其它给药途径（如皮肤给药）相比，皮下

给药后纳米药物进入角质层下，具有更高的致敏潜力，也可

能增强对其它过敏原的敏感性。需关注不溶性纳米药物在皮

下的蓄积和转移以及相应的毒性风险。 

鼻腔给药：鼻腔粘膜穿透性较高且代谢酶相对较少，对

纳米药物的分解作用低于胃肠粘膜，有利于药物吸收并进入

体循环。纳米药物还可能通过嗅神经通路和粘膜上皮通路等

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因此，应关注鼻腔给药的系统暴

露量升高以及脑内暴露量升高而带来的安全性风险。 

吸入给药：由于纳米药物可广泛分布于肺泡表面，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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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过肺泡进入血液循环，因此对于吸入制剂，应关注局部/呼吸

毒性。还应关注不溶性载体类纳米药物在肺部的蓄积和转移

以及相应的毒性风险。 

静脉给药：与普通药物相比，纳米药物静脉给药后其活

性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组织分布和半衰期，非临床安全性评

价时应关注可能的影响；此外，血液相容性可能会发生变化。 

口服给药：对于口服药物，制备成纳米药物通常是为了

提高药物活性成分的生物利用度。如果口服药物中含有不溶

性纳米成分，毒理学试验应考虑到这一点，并包含不溶性纳

米成分可能蓄积的组织的评估。 

对于其他特殊给药途径的纳米药物，研究时需采取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策略。 

四、不同申报类型的要求 

对于将已经批准上市的药品通过改良制成纳米药物（包

括活性成分或非活性成分），应考虑这种变更可能影响药物

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ADME）以及可能对毒性产生

何种潜在影响。 

当不涉及新辅料/载体时，在前期的普通药物的非临床安

全性研究资料基础上，通常先开展药物的 ADME 研究以及桥

接性毒理学试验，通常包括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和/或生物相容

性试验（如注射剂的制剂安全性试验）。若改良型纳米药物的

体内药代动力学和分布特征发生改变，且其安全性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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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则可能需进行更多的研究，如其它相关安全性对比研

究以及针对特定器官、特定系统的毒性研究，如细胞摄取试

验、生殖毒性试验和安全药理学试验等。在某些情况下，当

纳米物质不是活性成分时，评估其对毒性的影响可能有助于

解释桥接性试验的研究结果，因此应考虑设置仅包含纳米组

分的单独给药组。当涉及新的辅料/载体时，需对新辅料/载体

进行全面的安全性评价。 

对于已上市纳米药物的仿制纳米药物，因纳米药物特殊

的理化性质，仿制纳米药物与原研纳米药物在生产工艺和质

量控制的细微差异都可能影响其制剂的理化性质，并可能通

过影响原料药和制剂稳定性以及药物的正常释放，进而影响

仿制纳米药物的质量属性及其相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

仿制纳米药物的开发应首先关注药学一致性。非口服给药途

径（如，经皮肤、粘膜、腔道、血管给药）的仿制纳米药物，

在药学一致的基础上，应开展采用非临床药代动力学对比性

研究，以及制剂安全性试验，以评估其对用药局部产生的毒

性（如刺激性和局部过敏性等）和/或对全身产生的毒性（如

全身过敏性和溶血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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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2 

一、前言 53 

临床药理学研究作为创新药上市前临床研究不可缺失54 

的研究内容，可在创新药整体研发策略和各关键时间点，结55 

合临床研究整体进度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设计和考虑。临床56 

药理学研究结果是支持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研究设计和上57 

市申请的重要科学依据，同时也是创新药上市申请申报资料58 

中常规包含的内容，研究结果用于支持说明书撰写。 59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创新药研发过程中临床药理学研究60 

的研究内容、研究时机、总体设计等关键问题提出建议。这61 

些建议均需基于“具体药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综合62 

评估。 63 

本指导原则所述创新药包含化学药创新药和生物制品64 

创新药（其中细胞治疗产品、基因治疗产品等可视情况参考）。65 

各项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的具体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等可参66 

考相关指导原则，比如《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67 

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新药研发过程中68 

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技术指导69 

原则》、《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70 

《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群体药代动力学研71 

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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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创新药上市前临床药理学研究相73 

关问题进行阐述。创新药上市后，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或监74 

管要求等，可能会开展进一步的临床药理学研究。上市后临75 

床药理学研究的理念和技术方法等可参考本指导原则。 76 

二、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 77 

科学合理的临床药理学（包括定量药理学）研究可以提78 

高创新药研发效率和成功率。近些年，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79 

究的理念和策略、技术手段和方法等较传统模式发生了改变，80 

不仅限于临床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研究，而81 

是以研究目的为导向，注重将创新药的剂量、暴露量、生物82 

标志物、临床终点（包括有效性和安全性终点）进行量化分83 

析，为后续临床研究以及最终的药品说明书推荐最优用法用84 

量。临床药理学研究贯穿于创新药上市前和上市后的全生命85 

周期中。 86 

定量药理学对于创新药研发具有重要意义。模型引导的87 

药物研发（Model-informed Drug Development）理念贯穿创88 

新药研发全过程。建模与模拟技术可在多个关键决策点发挥89 

重要作用。在创新药上市前整个临床研究过程中，可采用模90 

型引导的药物研发模式，不断积累研究数据，并及时分析暴91 

露-效应关系（Dose-exposure-response）及其影响因素，为后92 

续研发和注册提供依据，包括选择最佳人群/亚人群、最佳用93 

法用量、最佳给药时间等。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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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药获得上市批准时，会同时获批药品说明书。说明95 

书中通常包含药品的基本属性信息、适应症、用法用量和临96 

床试验结果等上市前的研究结果。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结97 

果所提供的支持性证据贯穿在整个药品说明书中，将体现在98 

说明书中的【用法用量】、【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99 

【药物过量】、【禁忌】和【注意事项】等项目内容中，其他100 

比如特殊人群用药的内容也体现了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如101 

肝功能不全患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儿童、老年人以及孕妇102 

和哺乳期妇女等。 103 

三、临床药理学研究总体计划 104 

临床药理学研究是创新药临床研发的组成部分，建议早105 

期制定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整体计划，制定研究计划时106 

需进行系统考虑。在临床研发进展到不同阶段时（比如机制107 

性验证（POM）、概念性验证（POC）和关键性临床研究，108 

根据已获得的研究结果和相关领域进展对研究计划进行及109 

时更新。临床药理学研究计划通常包含各项研究的计划执行110 

时间（处于临床整体研发的某个阶段）及其研究内容和目的111 

等。 112 

临床药理学研究计划可以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临床113 

药理学研究计划列表、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计划以及生物标114 

志物研究计划等。 115 

临床药理学研究计划列表通常包含临床药理学研究内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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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开展相关研究的考虑、研究时机（临床研发的某一阶段）117 

以及相关研究总体设计考虑等。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计划通118 

常对整体临床研发计划中为解决重要问题而开展的模型分119 

析进行计划。生物标志物研究计划（如有）阐明如何采用药120 

理学生物标志物来支持 POM 研究，从而为 POC 研究中的用121 

法用量选择提供依据，计划同时包括检测方法的开发和验证122 

的说明。 123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时机 124 

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是问题导向的研究，通常根据药125 

物特性、拟开发适应症和临床治疗领域的特点设计相应的研126 

究，往往包含多个研究项目。需说明的是，创新药临床药理127 

学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研究内容，应基于药物特性、适应128 

症特点、临床需求等综合评估需开展的研究内容，比如可能129 

影响药物人体PK行为的内在因素方面，除了儿科人群研究之130 

外，还需考虑开展老年人、妊娠、哺乳期等人群研究，有时131 

需考虑开展基因多态性研究。 132 

需关注的是，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有时不能直接作为指133 

导临床用药的科学依据，需结合暴露-效应关系分析进行综合134 

判断，比如是否需根据食物效应研究结果进而设定服药和进135 

食的关系，不仅与食物对药物体内暴露影响的程度有关，更136 

重要的是需结合暴露-效应关系分析判断该程度的影响是否137 

导致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性的影响。除此之外，建议汇总各项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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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收集的PK数据，综合分析影响药物PK行为的内在因139 

素和外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性别、体重、种族等。 140 

（一）药代动力学研究 141 

根据非临床研究结果可对创新药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142 

代谢等情况进行预测，并可用以解释临床研究结果。如考察143 

肠吸收和通过血脑屏障能力的渗透性研究、体外蛋白结合研144 

究、肝脏代谢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等。体外药物代谢和药效145 

学研究通常为体内研究设计提供依据，如体外研究结果可为146 

后续如体内药物相互作用临床试验以及基于生理的药代动147 

力学（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模型构建等提148 

供设计依据和重要参数。早期获得体外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后149 

续临床试验的开展。有时需要在新药临床研发全程根据临床150 

试验结果，随时设计针对性的体外研究以回答某些特定的临151 

床药理学问题。 152 

1. 单次/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 153 

单次给药剂量递增（Single ascending dose, SAD）研究和154 

多次给药剂量递增（Multiple ascending doses, MAD）研究通155 

常包含耐受性研究和 PK 研究等。其中，单次/多次给药剂量156 

递增 PK 研究是最早探索创新药人体内 PK 行为并关联暴露157 

量与药物安全性关系的研究，可结合在耐受性研究中开展。 158 

SAD 研究可以在较宽剂量范围内获得创新药单次给药159 

不同剂量下的安全性和耐受性、PK 参数及行为特征、剂量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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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特征、线性范围等数据。MAD 研究可获得创新药多次161 

给药不同剂量下的安全性和耐受性、PK 参数及行为特征、162 

剂量比例特征、线性范围、蓄积程度等数据。 163 

通过早期临床 PK 研究，可以探索和了解给药剂量与药164 

物体内暴露之间的关系，评价药物制剂的合理性及制剂优化165 

等。为了更早和更好地了解暴露-效应关系，建议在 SAD 和166 

MAD 研究中尽可能考察较宽剂量范围内的药代动力学及药167 

效学（如可能），为后续临床研究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168 

某些情况下，SAD 和 MAD 研究不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169 

直接在患者中开展。 170 

2. 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 171 

（1）研究内容 172 

患者 PK 研究主要研究药物在目标适应症人群中的 PK173 

特征，以及患者与健康受试者 PK 差异。患者 PK 研究结果174 

为以患者为受试者的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试验提供设计依175 

据。患者 PK 研究有时是独立研究，有时嵌套在评估患者疗176 

效和安全性的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试验中。 177 

（2）研究时机 178 

在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研究之前获得患者 PK 研究数179 

据，有助于认知创新药在拟开发适应症患者群体和亚群体中180 

的体内 PK 行为，为后续临床研究设计提供重要支持性依据。181 

创新药申报上市时通常需提交患者 PK 研究结果。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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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建议在患者人群尽早建立暴露-效应关系，并在183 

此基础上进行剂量优化和个体差异的评估。 184 

3. 物质平衡研究 185 

（1）研究内容 186 

物质平衡研究考察创新药分子在人体内的吸收、代谢和187 

排泄特征，获知创新药体内原形药、代谢产物和代谢/消除途188 

径和时间过程等问题，其对全面认知创新药的临床用药安全189 

有效性结果具有重要意义。物质平衡研究结果比如半衰期较190 

长的活性代谢物，对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和后续探索性/确证性191 

临床试验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对肝/肾功能不全人群研究192 

的必要性提供依据。建议关注在人体物质平衡研究中发现的193 

未在动物实验中观察到的新代谢产物。 194 

（2）研究时机 195 

物质平衡研究通常在创新药上市前完成，建议在确证性196 

临床研究前完成。其中定性研究建议尽早开展，根据研究结197 

果与动物研究结果的差异，考虑后续完整的物质平衡研究的198 

开展时机问题。 199 

放射核素示踪的物质平衡研究建议统筹考虑研究时机200 

问题。由于同位素标记工作耗时较长，而且如果发现活性代201 

谢物会对后期临床研究检测对象和安全性事件分析等问题202 

产生重要影响，建议尽早准备相关工作。 203 

4. 食物影响研究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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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内容 205 

食物影响研究考察的是与不进食相比，受试者进食后创206 

新药体内暴露的变化。 207 

食物影响研究结果可用以支持后续临床研究中受试者208 

服药和饮食时间的设计安排，并最终用以指导撰写说明书。209 

特别指出的是，暴露的变化最终能否对临床用药带来明显影210 

响，需结合临床研究的安全有效性结果以及暴露-效应关系分211 

析进行综合评价，对临床用药有明显影响的需要在说明书中212 

明确患者服药时是否可以同时饮食或者服药和饮食之间的213 

时间窗。 214 

（2）研究时机 215 

可以考虑在临床研究早期探索性考察食物对创新药制216 

剂体内暴露的影响，为后续临床研究设计提供依据。 217 

通常应在确证性临床研究前完成独立的食物效应研究，218 

研究结果用以指导确证性临床研究中，受试者饮食和服药时219 

间关系的设计，避免食物作为混杂因素影响对创新药安全性220 

和有效性的评价。 221 

如果在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研究前未考察食物对新药222 

体内暴露的影响，且临床研究中受试者的饮食和服药情况未223 

加控制，则食物对暴露量的影响可干扰对创新药安全性和有224 

效性结果的评价分析，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错误解读，影响225 

创新药研发。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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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227 

（1）研究内容 228 

应对创新药确定的和可能的产生相互作用的因素如代229 

谢酶、转运体等开展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研究结果将指导后230 

续临床研究入排标准、联合用药、剂量调整等设计问题，将231 

作为说明书中相关内容的撰写依据。 232 

（2）研究时机 233 

通常可基于体外酶学等研究结果，决定药物相互作用研234 

究开展的时机，以及决定需考察的可能影响创新药体内暴露235 

的代谢酶或转运体等。如果临床前实验结果明确了该产品经236 

主要的代谢酶或转运体转运，以及对主要的代谢酶或转运体237 

有抑制或诱导作用，建议开展 DDI 研究。对临床用药有指导238 

意义的 DDI 研究，应该在 NDA 申报前完成。 239 

早期开展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有助于后续探索性和确证240 

性临床研究的入排标准设计，否则，在获得相关研究结果前，241 

通常需要在后续临床研究中设计相对严格的入排标准，以确242 

保受试者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如果不能通过入排标准控制243 

DDI 的风险，则需要采用根据 DDI 的程度对创新药进行剂量244 

调整的研究设计。 245 

对于有广泛代谢特征的产品，可能需要开展多项体内药246 

物相互作用研究，可以在整体创新药临床研究策略中进行合247 

理安排。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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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疗效安全性研究中，也可以收集患者合并用药信249 

息，通过群体药代动力学的方法验证早期的健康人 DDI 试验250 

结果是否适用于患者人群并发现新的 DDI 可能。 251 

对临床用药有指导意义的 DDI 研究，通常应在递交上市252 

申请前完成。 253 

6. 肝/肾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患者研究 254 

（1）研究内容 255 

创新药拟开发适应症人群包含肝脏和/或肾脏功能不全256 

患者时应考虑开展相关患者人群的 PK 研究。 257 

建议在创新药临床研发过程中评估肝/肾功能不全对药258 

物 PK 的影响，以使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考虑被纳入后续259 

临床研究中。 260 

肝脏和肾脏作为两大最重要的药物代谢和排泄途径，对261 

多数创药物的 PK 都可能产生有临床意义的影响。如果创新262 

药获批上市后不排除会有肝功能不全或肾功能不全患者用263 

药，由于肝功能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对创新药体内暴露量都264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可能影响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性，265 

故创新药上市前开展肝功能和/或肾功能不全患者人群的 PK266 

等研究是必要的。 267 

肝功能不全患者可以降低肝酶代谢能力和胆道排泄功268 

能，导致创新药产生不同程度的体内 PK 行为的变化，毒性269 

或者活性代谢物的产生也会受到影响，故创新药通常需要开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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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肝功能不全人群的 PK 研究。研究结果将用以指导后期临271 

床研究相关研究人群的用药剂量，指导说明书撰写。 272 

肾功能不全患者由于肾脏病理改变，导致肾小球滤过、273 

肾小管重吸收和分泌等发生改变，从而对主要通过肾脏排泄274 

的创新药产生不同程度的体内 PK 行为的影响。即使非主要275 

通过肾脏代谢的创新药，其吸收、蛋白结合率、组织分布甚276 

至肝脏和肠道的代谢酶和转运体也会在肾功能降低的情况277 

下发生变化。通常创新药需要开展肾功能不全患者体内 PK278 

研究。研究结果将用以指导后期临床研究相关研究人群的用279 

药剂量，指导说明书撰写。 280 

（2）研究时机 281 

建议在创新药临床早期研发过程中评估肝/肾功能不全282 

对药物 PK 的影响，目的是通过前瞻性的研究进行适当的剂283 

量调整，以使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考虑被纳入后续临床研284 

究中。可基于临床研究早期获得的临床研究数据进行初步评285 

估。评估可基于临床研究获得的数据，也可采用建模与模拟286 

策略。 287 

7. 儿科人群研究 288 

除非拟上市适应症或人群确定不包含儿科患者人群，其289 

他情况通常均需开展儿科人群研究。研究结果用以指导儿科290 

人群用药方案。 291 

儿童的生长发育因素可能会不同程度影响药物的吸收、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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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代谢和排泄，导致不同年龄段患儿的临床风险不同。293 

因此在考虑到适应症年龄的基础上，应优先在较大年龄段的294 

患儿中开展儿科人群 PK 研究。 295 

儿科人群研究建议参考儿科药物研发的相关法规文件296 

和技术要求。 297 

8. 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 298 

（1）研究内容 299 

在创新药临床研究早期阶段，通常通过相对生物利用度300 

研究考察不同的处方、工艺、剂型、规格、给药途径等情况301 

下的暴露量和吸收速率的相似性情况，或结合创新药理化性302 

质和拟开发的临床适应症特点等，不断完善创新药制剂的处303 

方和工艺，为创新药后续开发提供依据。 304 

有时考虑开展绝对生物利用度研究。比如创新药同时开305 

发静脉和非静脉给药剂型时，此时可通过绝对生物利用度研306 

究获得非静脉给药途径的绝对吸收百分数。 307 

创新药临床研究关键临床研究前甚至上市前（完成关键308 

临床研究后）改变剂型、改变生产场地或放大生产批量等情309 

况时，通常需开展生物等效性研究，以支持与此前完成全部310 

临床研究数据的可桥接性。 311 

（2）研究时机 312 

临床研究全过程中都有开展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研313 

究的可能性。关键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研究开展较晚可能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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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风险，比如生产场地变更后制剂的关键临床研究已经315 

开展甚至已经完成，但是相关生物等效性研究结果未能达到316 

生物等效，则前期获得的生产场地变更后制剂的临床研究数317 

据将可能无法桥接。 318 

（二）药效动力学研究 319 

1. 药效学指标 320 

广义的药物效应包括疗效和不良反应。本指导原则中药321 

物效应相关内容适用于基于药物作用机理的上述两种不同322 

的效应。 323 

表征药物效应的指标有多种，包括生物标志物、早期临324 

床终点/替代终点、临床终点等。 325 

（1）生物标志物 326 

生物标志物在量效关系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可被定量、327 

动态测量。生物标志物对创新药临床研究设计和上市剂量选328 

择提供依据。 329 

生物标志物的变化对药物作用机理进行验证的同时，对330 

药物效应也进行了定量、动态的探查。 331 

如果药物靶点在健康受试者和患者人群都存在，药物效332 

应研究可以最早开始于健康受试者的早期临床研究。为了尽333 

早了解认知药物的药理学特性，建议尽早收集生物标志物信334 

息，不断基于新获得的研究数据进行 PK/PD 分析。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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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临床终点/替代终点 336 

在患者人群中进行的早期临床研究，药效学指标除了与337 

药物作用靶点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也可以是早期临床终点或338 

者替代终点，比如空腹血糖、血压、血脂或者肿瘤响应率等。 339 

这类指标一般具有循证医学证据，与长期的临床终点存340 

在明确的相关性，并且这类指标一般在短期临床试验中可定341 

量、动态观察。 342 

这类指标虽然不是金标准的长期临床终点，但其对创新343 

药用法用量的选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且对长期临床终点344 

的预测非常重要。由于早期临床终点/替代终点较长期临床终345 

点相对变化较快，而且变异度相对较小，常是制定和优化患346 

者人群用法用量的最具可行性的终点。 347 

（3）临床终点 348 

临床终点是创新药研发药效学指标的金标准。临床终点349 

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发生变化，需要较长时间的随访观察，并350 

且往往个体间变异度大，所以相应临床研究周期长、样本量351 

大、成本高。 352 

但也正因如此，创新药剂量优化依然可以继续通过以临353 

床终点金标准为药效学指标的确证性临床研究进行。在大样354 

本量的确证性临床研究中，患者受试者的整个群体和各种亚355 

群的量效关系都具有足够数据进行量化，从而支持以最终临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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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终点为指导，进行整个患者群体和不同亚群的最优化用法357 

用量的制定。故很有必要针对确证性临床研究结果进行量效358 

分析，选择用以申报上市的最优用法用量。 359 

2. 药效动力学研究 360 

随着体内研究数据的积累，体外药效动力学研究数据的361 

权重在逐渐降低，但是对于某些适应症，体外药效动力学研362 

究对后期临床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比如抗感染药物，通常363 

通过体外药效动力学研究获得药物的抗菌谱以及其他重要364 

的药效学指标，对临床研究的剂量选择和给药频率有重要的365 

指导意义。有些特殊情况下无法开展人体研究，体外药效动366 

力学研究数据可以作为 PK/PD 分析的支持性证据。 367 

（1）临床研究中的药效动力学研究 368 

在支持创新药上市的确证性临床研究之前，通常通过开369 

展探索性临床研究探索最佳患者人群、最佳剂量、最佳给药370 

时间和最佳给药频率等。从临床药理学剂量优化的角度，探371 

索性临床研究通常包含对多个剂量水平或者不同给药频率372 

（比如一天一次和一天两次给药）等不同给药方案的探索，373 

研究结果为确证性临床研究的用法用量提供重要依据。 374 

对于某些适应症，早期临床研究的疗效和安全性指标不375 

能准确预测长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指标，从临床药理学剂量376 

优化的角度，此时确证性临床研究建议继续研究多个剂量水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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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问题，从而以长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指标为基础优化最378 

终整体患者和各个亚群的用法用量。建议在确证性临床研究379 

中收集尽可能多患者的 PK 数据，以便进行患者暴露-效应关380 

系分析，为最优用法用量和产品说明书的撰写提供理论依据。 381 

（2）QT/QTc 间期延长临床研究 382 

作为评估创新药是否会有 QT 延长风险的手段，体外实383 

验结合动物体内实验在排除创新药 QT 延长风险整体证据链384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 QT 临床385 

研究存在挑战的情况下。 386 

研究内容： 387 

药物有时引起心室复极化延迟，表现为心电图 QT 间期388 

延长，有潜在可能出现尖端扭转性室速(TdP)，进而导致猝死。389 

ICH 要求所有非抗心律失常药物在上市前需进行 QT/QTc 间390 

期延长以及潜在致心律失常作用的临床研究。包括全面 QT391 

研究（TQT 研究）和血药浓度－QTc（C-QT）间期定量分析392 

研究。 393 

研究时机： 394 

QT/QTc 间期延长临床研究通常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395 

出于安全性考虑时可以选择患者人群。TQT 研究通常在 II396 

期临床研究同期或以后进行，在 III 期研究前完成。血 C-QT397 

研究通常在Ⅰ期临床研究单次给药剂量递增和多次给药剂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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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递增阶段开展。III 期临床研究设计前需获得 QT/QTc 间期399 

延长临床研究结果，以指导 III 期临床研究设计是否需要强400 

化心电图检查。 401 

（三）暴露-效应关系研究 402 

1. 研究内容 403 

药物给药剂量、体内暴露量、药物效应（包括安全性和404 

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和可能的机制，是创新药405 

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贯穿临床研发始终。暴露-效应406 

关系是创新药临床研发过程中进行用法用量设计、调整和优407 

化的依据，对于指导创新药后续研发决策（如是否有必要继408 

续研发等）、临床研究方案设计、用法用量方案、敏感人群409 

的选择、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药品说明书撰写等具有重要410 

意义。同时，暴露-效应关系还有助于早期的机制验证和概念411 

验证。 412 

暴露-效应关系是连接给药剂量和药物疗效/安全性指标413 

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剂量-暴露-效应的证据链中，药代动力414 

学量化了剂量和暴露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引起个体间暴露量415 

差异的因素，而暴露-效应关系则进一步量化了药物暴露量和416 

疗效/安全性指标的关系以及不同亚群甚至不同个体在疗效/417 

安全性指标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418 

基于早期生物标志物或者替代终点的暴露-效应关系分419 

析，可以指导后期临床研究的用法用量的选择和优化。而基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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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期临床疗效/安全性指标的暴露-效应关系分析，除了可421 

以用于评价获益风险比、优化用法用量等，还可以成为药物422 

有效性的重要证据。建议随着临床研究数据的不断积累，对423 

药物的暴露-效应关系进行持续完善和更新。 424 

2. 研究时机 425 

创新药进入人体临床研究伊始，建议尽早开展剂量-暴露426 

-效应关系研究和分析。可考虑在单次/多次剂量递增等早期427 

研究阶段收集和检测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相关指标。药效学428 

指标选取时，应关注所选取指标与临床终点的相关性情况，429 

相关性越强，暴露-效应关系分析结果越可靠，据此选择的用430 

药方案则越有利于后续临床研究尤其是关键临床研究的开431 

展，能更好反映创新药真实的获益和风险情况。暴露-效应关432 

系分析贯穿整个创新药研发过程，是提高每个临床阶段研究433 

成功率和优化最终患者用法用量的基础。 434 

五、研究方法 435 

（一）经典研究方法 436 

基于个体密集 PK 数据的非房室模型和房室模型分析方437 

法在量化小样本平均 PK 参数领域有重要作用，多数健康受438 

试者临床试验，比如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食物效439 

应研究、药物相互作用研究、肝/肾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患者440 

研究等，都基于此类研究方法。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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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药代动力学研究通常采用密集采样设计并用描述442 

性统计方法报告研究结果，例如研究终点指标的平均值、中443 

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几何均值、频数（率）等，444 

初步描述药物的 PK、PD 及安全性特征。最常见的 PK 分析445 

是利用非房室模型分析法（NCA）来描述药物的 PK 参数。 446 

（二）基于模型的研究方法 447 

基于模型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创新药研发的各个阶段，常448 

用模型包括群体药代动力学模型、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模449 

型、基于模型的荟萃分析、疾病进展模型等。 450 

群体药代动力学主要用于基于大样本的患者和健康受451 

试者 PK 数据来研究造成个体间暴露量差异的因素，密集和452 

稀疏数据都可以被采纳。群体分析方法的优势是可以考察 PK、453 

PD 的个体间变异、分析变异来源，如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454 

对总变异的贡献并量化无法确定来源的随机变异，结合药物455 

暴露-效应关系分析的结果，判断是否需要对某些特殊人群进456 

行相应的剂量调整。 457 

随着新药研发知识的积累，一些跟人体相关的影响药物458 

PK 的共性知识逐渐完善，可以被用于构建基于生理的药代459 

动力学模型。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指导药物相互作用等研460 

究。应用此类模型时建议与监管部门沟通。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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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前沿方法 462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快速发展，逐463 

步应用于创新药临床药理学（包括定量药理学）研究中的暴464 

露-效应关系分析、用法用量设计和优化等领域，如定量系统465 

药理学（Quantitative Systems Pharmacology, QSP）、机器学习466 

（Machine Learning）、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467 

等。创新药开发人员可以在科学合理的条件下，采用这些新468 

技术进行研究探索。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时，应有一定的评469 

估或验证。 470 

六、研究设计的总体考虑 471 

在当代创新药研发全过程中，临床药理学各项研究的研472 

究设计、开展时机等都发生了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473 

基于具体药物的整体临床研究策略和进程进行设计考虑。这474 

些研究目的不同的临床药理学研究项目可以独立开展，也可475 

以设计为回答不同问题的组合研究，或者将具有特定研究目476 

的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嵌套在 II、III 期临床研究中进行。 477 

（一）独立研究设计 478 

前文所述的各项临床药理学研究可以进行独立研究设479 

计，采取分别开展某项研究的策略开展研究。此时，可以避480 

免或减少研究结果解读时的相互干扰问题。独立研究设计的481 

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将更真实可靠反映单一因素下创新药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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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特征，比如剂量-暴露关系、食物483 

效应等问题，通常可作为撰写说明书相关内容的稳健证据。 484 

（二）合并研究设计 485 

有些情况下，不同临床药理学研究项目可能可以合并到486 

同一个研究中，即在同一个研究中考察和回答不同临床药理487 

学问题。比如在早期单次/多次剂量递增研究中同时开展初步488 

物质平衡研究或 C-QT 研究，同时探索性考察食物效应或某489 

项代谢酶/转运体的药物相互作用情况等。 490 

此时，应充分关注和详细分析该项合并研究的方案设计491 

的科学合理性，并充分探讨该项合并研究的数据结果对于回492 

答不同临床药理学问题（研究目的）的可行性，应关注不同493 

临床药理学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 494 

（三）嵌套研究设计 495 

某些临床药理学研究可以通过恰当设计嵌套在安全有496 

效性临床研究中。嵌套模式可以不同，比如单独某群体考察497 

PK 或 PK/PD 问题，或者全部临床研究受试者均考察这些问498 

题。 499 

为进行人体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分析，应收集参与临床研500 

究的尽可能多的受试者的 PK 数据，从早期单次和多次给药501 

剂量递增健康受试者或患者的密集 PK 数据到确证性临床研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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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患者的稀疏 PK 数据，用于探索个体间 PK 变异的来源以503 

及进行患者体内暴露-效应关系分析。 504 

七、化学创新药和生物制品创新药的基本考虑 505 

化学药创新药和生物制品创新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的506 

必要性和研究设计等考量也有所不同。 507 

相对于化学药物结构已知，大多数的生物制品是复杂的508 

混合物，其覆盖面广，包括疫苗、血液制品、细胞治疗、基509 

因治疗和治疗性蛋白药物等。其中治疗性蛋白药物与化学药510 

物的研究方法较为接近，但因分子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二者511 

的临床药理学研究也存在不同之处。 512 

在药物吸收方面，与大多数治疗性蛋白药物通过肠道外513 

途径给药不同，化学药物的结构、理化性质和生化特性能使514 

其通过被动扩散或主动转运进入细胞和/或细胞核而产生药515 

理学作用。多数化学药物通过优化后可以做到口服给药。在516 

研发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到食物影响和与抑制胃酸药物的相517 

互作用的研究。 518 

化学药物在体内经过代谢酶代谢时，可能形成活性代谢519 

产物，本身也可能是代谢酶的抑制剂或诱导剂；其体内过程520 

同时受转运体的调节，也有可能抑制或诱导转运体。需根据521 

体外代谢酶和转运体的研究结果来制定药物相互作用以及522 

物质平衡等临床药理学研究计划。 523 

在考虑和设计遗传药理学研究时，化学药物应注意所涉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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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代谢酶和转运体是否存在遗传多态性，并根据遗传多态525 

性可能产生的影响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526 

对于治疗性蛋白药物，其在体内经催化降解为小的蛋白527 

或氨基酸并通过肾脏排出体外。物质平衡研究对确定治疗性528 

蛋白药物的代谢及排泄方式一般意义不大。药物相互作用研529 

究的考虑主要有以下方面：（1）本身是炎性因子或能够调节530 

炎性因子，从而改变代谢酶的表达，（2）通过影响生理过程531 

（比如胃排空），从而改变其他药物的吸收，（3）影响药物532 

靶点或靶点介导的药物消除而产生药物相互作用，（4）通过533 

影响 FcRn 而产生药物相互作用，（5）为免疫抑制剂，通过534 

影响免疫原性而产生药物相互作用。针对治疗性蛋白药物消535 

除和代谢的特定研究（如微粒体、全细胞或组织匀浆研究）536 

以及体外代谢物鉴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537 

在特殊人群研究中，比如肝/肾功能不全人群中，需要综538 

合考虑目标治疗人群的肝/肾功能水平，肝脏和肾脏在药物清539 

除过程中的贡献程度。比如药物主要经肝脏代谢（治疗性蛋540 

白药物在肝脏降解）时，应考虑并设计肝功能不全人群研究。541 

当药物主要经肾脏排出（治疗性蛋白药物分子量小于 69KDa）542 

时，应考虑并设计肾功能不全人群研究。 543 

当治疗性蛋白药物包含 Fc 段时，应考虑和评估 FcRn 遗544 

传多态性对药物 PK 和有效性的影响。 545 

免疫原性的考察应贯穿治疗性蛋白药物整个临床研究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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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免疫原性问题可能影响生物制品创新药体内 PK 行为547 

以及创新药临床安全和有效性结果。 548 

八、监管考虑 549 

（一）申报资料 550 

在创新药申报上市申报资料的临床药理学概述性内容551 

中，应提供所有临床药理学研究项目的列表。应简要介绍已552 

完成的体外研究，以帮助阐述药物作用机制（Mechnism of 553 

Action，MoA）和解释 PK、PD（包括疗效和安全性）数据554 

等，如渗透性（比如肠吸收、通过血脑屏障）、蛋白结合、555 

肝脏代谢和药物相互作用等。应简要综述各项人体临床药理556 

学研究结果，如健康受试者和/或患者的 PK、PD 和 PK/PD557 

关系的研究，以及内在和外在因素对 PK 和 PK/PD 关系的影558 

响等。应简要阐述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的关键信息，比如研559 

究剂量的选择、研究人群、考察的内在或外在因素的选择、560 

PD 终点的选择以及采用经典方法或者基于模型等方法收集561 

和分析数据用于评估 PK、PD 等。 562 

创新药上市申报资料中应提交每一项独立临床药理学563 

研究的详细内容，比如食物效应研究、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和564 

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等，包括研究方案（需提供历次方565 

案的修订版本、修订依据、伦理批件等）、统计分析计划，566 

研究总结报告，统计分析报告等。分析体内研究结果时，应567 

结合体外研究数据，进行体内-体外相关性分析。应关注 PK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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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D 结果的异常数据，充分分析个体间和个体内变异及其569 

带来的临床影响。 570 

应提交完整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报告、群体药代动力学研571 

究报告、暴露-效应关系分析报告等。除常规申报资料要求外，572 

应提供全面的 PK 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清除率、表观分布容573 

积、消除半衰期、AUC0-t、AUC0-∞、AUC0-t/AUC0-∞比值、Cmax、574 

tmax 等。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报告和暴露-效应关系分析报告575 

等应按照国内外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要求提供全面的原始576 

数据和程序代码等。除了描述性数据结果分析之外，建议尽577 

可能同时使用图表等形式直观呈现研究结果和影响的决策。 578 

根据临床终点指标或非临床终点指标进行的暴露-效应579 

关系分析来支持药物疗效或者关键临床研究剂量和申报上580 

市剂量时，应在暴露-效应关系报告中详细阐述所选择指标的581 

科学合理性，以及与临床终点的相关性。 582 

（二）数据分析 583 

如果某项临床药理学研究开展了多个独立研究，比如某584 

创新药开展了多个独立的 PK 研究，此时应根据数据汇总和585 

分析数据集情况，整理相关内容，并完整递交到监管机构。586 

将多项独立研究结果汇总后进行分析和解读时，应充分分析587 

不同研究的关键设计（比如不同的研究剂量、采血点等）的588 

异同点，以及对于汇总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和结果解读的影响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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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90 

对于多个临床药理学研究项目合并到同一个研究的情591 

况，应提供该研究的详细方案设计及其科学考量、研究结果592 

对于回答不同临床药理学问题的可行性。如果以合并研究的593 

研究结果直接作为说明书中临床药理学相关问题的科学依594 

据，应在申报资料中充分分析科学合理性。 595 

根据临床研究具体设计，通过嵌套研究收集到的临床药596 

理学研究数据，可采用建模与模拟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597 

（三）说明书 598 

创新药申报上市的同时，应根据说明书制定的相关法规599 

要求，结合非临床和临床等研究结果草拟说明书内容，并提600 

交监管部门。 601 

如果未开展某项临床药理学研究，需在申报资料中充分602 

阐述科学合理性和原因，同时阐述说明书中相关项目的撰写603 

内容及其科学考虑等。 604 

比如创新药上市前未开展任何食物效应研究或者确证605 

性试验中全部受试者均空腹服用研究药物时，通常说明书的606 

用法用量只能采用空腹服用方式，这将对创新药上市后患者607 

服药带来一定的依从性问题。 608 

（四）其他情形 609 

对于罕见病用药和附条件批准上市等特殊情况，可结合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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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特性、适应症患者和临床需求等情况具体问题具体讨论611 

和综合评估。 612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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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新药研发的日益增多，为引导新药研发企业充

分理解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内容，进一步指导创新药临床

药理学研究和评价，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创新药临床

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

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国内创新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临床药理

学研究作为支持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研究设计和上市申请

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支持新药用法用量选择和说明书撰写

等十分重要，是创新药上市申请中的重要内容。为引导新药

研发企业充分理解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内容，进一步指导

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和评价，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创

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旨在从整体上阐述创

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相关问题，为创新药研发过程中临床药

理学研究的研究内容、研究时机、总体设计等关键问题提出

建议。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工作自 2021 年 2 月启动。核心工作

组经充分调研国内、外行业现状后，起草了指导原则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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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一次专家研讨会，针对初稿进

行了深入讨论，会上同时听取了业界代表的意见建议。此后，

结合专家和业界代表意见，工作组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梳理，

对指导原则初稿进行了修订完善，后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

开第二次专家改稿会，同时邀请了业界代表参会讨论。在吸

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部门技术委员会讨论以及药审中心

内部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创新药上市前临床药理学研究相

关问题进行阐述，旨在为创新药研发过程中临床药理学研究

的研究内容、研究时机、总体设计等关键问题提出建议。主

要内容包括前言、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临

床药理学研究总体计划、研究内容和研究时机、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的总体考虑、化学创新药和生物制品创新药的基本

考虑、监管考虑，具体如下： 

（一）前言部分：介绍指导原则的起草背景、目的、适

用范围以及临床药理学研究需基于“具体药物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的总体原则。 

（二）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部分：阐述

临床药理学研究在创新药研发、评价和说明书撰写中的意义

和价值。 

（三）临床药理学研究总体计划部分：阐述创新药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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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研究的整体计划以及制定研究计划时的考虑要点。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时机部分：详细阐述创新药临床

药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时机，分别包括药代动力学研究、

药效动力学研究和暴露-效应关系研究共三个部分。其中，药

代动力学研究部分逐一介绍单次/多次给药剂量递增研究、患

者药代动力学研究、物质平衡研究、食物效应研究、药物相

互作用研究、肝/肾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患者研究、儿科人群

研究、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等研究内容及其在创新

药研发中的研究时机考虑。 

（五）研究方法部分：阐述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常

用方法，包括经典研究方法、基于模型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

前沿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等。 

（六）研究设计的总体考虑部分：阐述创新药临床药理

学研究的整体研究策略和试验设计考虑，包括独立研究设计、

合并研究设计以及嵌套研究设计。 

（七）化学创新药和生物制品创新药的基本考虑部分：

阐述化学创新药和生物制品创新药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的

差异以及相关考虑。 

（八）监管考虑部分：阐述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在数

据分析、申报资料整理以及说明书撰写时，除常规要求外还

需注意的事项，并提出对于罕见病用药和附条件批准上市等

特殊情况需基于具体问题具体讨论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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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9853618e50ac0549244376147f1ce0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30 日 

  根据《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2021 年第 8 号），为明确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

程序和要求，我中心研究制定了《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经请示国家局，现在中

心网站予以公示。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

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两周。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周梦蝶 

       联系方式：jwba@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附件：1.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征求意见稿） 

                 2.起草说明 

                 3.反馈意见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 月 30 日 

 

附件 1 ：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反馈意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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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9853618e50ac0549244376147f1ce0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9b5d41a744e15be47ad7c24f786d98e9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bc72d5aa2116e52c390a2da17080f4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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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征求意见稿） 

 

 根据《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 》 2021年年第8 号），为明确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

程序和要求，药审中心研究制定了《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 

一、申请范围 

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申请。 

二、办理程序 

1.申请人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在国家局系统上传电子资料，提交备案申请，获取备案

编号，系统完成资料接收。 

2.申请人同时将一套纸质版资料原件寄至药审中心，资料袋封面按统一要求打印（见附件1），并承诺纸质版

资料内容与电子版资料内容一致，承诺书见附件2。 

3.国家局自备案完成之日起5 日内公示备案信息。 

4.自备案任务进入药审中心系统60 个工作日内，药审中心对备案资料完成事后审查。经审查对备案内容提出

异议的， 

 报请国家局修改网站公示信息，具体将国家局网站“境外生产药品备案信息公示”中备注项公示状态由“已

备案”修改为“有异议”，并说明理由。必要时向国家局提出检查和检验需求。 

5.药审中心在该品种后续申报的补充申请或再注册审评过程中，关注该品种既往备案情况，以全面了解该品

种变更信息。 

三、工作要求 

1.申请人应严格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准备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内容应与申请表中申请

事项及内容相对应。 

2.申请人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确定境外生产药品的变更管理类别的，可直接申请备案类变更；无法确认的

或拟降低变更管理类别的，申请人可按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

交流申请。 

附：1.资料袋封面格式 

2.承诺书 

附1 

本袋为第×套第×袋（每套共×袋）本套为原件 

本袋内装入的资料项目编号为： 

药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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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事项： 

境外生产药品备案类变更 

备案编号：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名称  

（分隔线以下的部分，请贴于档案袋底部） 备案编号： 

本袋为第×套第×袋（每套共×袋） 

附2 

我单位保证提交的纸质资料内容真实、有效，与电子资料内容一致，并对申报资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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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附件 2：起草说明 

 

 为配合《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变更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药审中心组织起

草了《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鉴于《变更管理办法》未明确药审中心对于备案申请的事后审查程序和要求，根据《变更管理办法》政策解

读第二十四条，经请示国家局同意，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本程序和要求。 

 

 二、主要内容 

本程序和要求主要明确了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申请范围、工作程序、要求和审查时限。 

（一）申请范围仅针对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申请。 

（二）工作程序细化了申请人办理程序及相关要求，包括电子提交方式、资料提交要求等，明确了境外生产

药品备案类变更的审查时限为60个工作日。 

（三）明确了经审查对备案内容有异议的，将修改国家局网站“境外生产药品备案信息公示”的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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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境外生产药品上市后备案类变更办理程序和要求》(征求意见稿) 

反馈意见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

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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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866fee07aa540241e488e03f518556c 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30 日 

  药物依赖性研究是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于 2007 年发布，

为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进行依赖性评价提供了技术指导。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际上对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的研究和认识不断进展，

国内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需要与国际认识接轨。因此，为完全实施和充分遵循 ICH M3（R2）的要求，

并基于非临床依赖性研究的研究进展修订完善指导原则，药品审评中心于 2021 年启动了《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的修订工作。根据中心指导原则制修订程序，在指导原则工作组内多次讨论，并召开了指导原则专家讨论会，撰写形成了

《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我们诚挚地期待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黄芳华 huangfh@cde.org.cn，温泉 wenq@cde.org.cn，单晓蕾 shanxiaolei@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8 月 30 日 

附件 1 ：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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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药物依赖性（Dependence）是指由于药物对生理或精神

的药理作用而使机体产生反复用药的需求，以使其感觉良好

或避免感觉不适。与药物依赖性有关联但有所差异的另一概

念为药物滥用（Drug abuse）。药物滥用是指对药物有意的、

非医疗目的的使用，以达到期望的生理或精神效应。药物滥

用潜力（Abuse potential）则是指某一特定药物具有中枢神

经系统活性时发生滥用的可能性。期望的精神效应包括欣快

感、幻觉和其它感知失常、认知改变和情绪变化。具有依赖

性的药物（尤其是具有精神依赖性的药物）可能导致药物滥

用，因此对药物可能滥用的担忧常常是进行药物依赖性试验

的重要原因。 

药物依赖性包括精神依赖性（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和躯体依赖性（Physical dependence）。精神依赖性，又称心

理依赖性（Psychic dependence)，是指基于药物的奖赏特性

（产生增加药物使用可能性的正性感觉的能力）或在没有药

物时产生的精神痛苦，机体对药物使用的控制力下降的一种

状态。躯体依赖性是指反复用药后机体产生生理适应的一种

状态，表现为突然停药或剂量明显减少后产生戒断症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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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依赖性的药物可能同时存在精神依赖性和躯体依赖

性，也可能分离存在。此外，与药物滥用可能相关的一种效

应为药物耐受性。耐受性（Tolerance）是指反复使用某种药

物后机体产生生理适应的一种状态，表现为机体对药物的敏

感性降低，需增大剂量才能产生原有的效应。躯体依赖性或

耐受性的存在并不决定一种药物是否具有滥用潜力，但是，

如果一种药物具有奖赏性质，则其诱导躯体依赖或耐受性的

能力可能会影响其总体滥用潜力。 

强化效应（Reinforcing effect）是指药物或其它刺激引

起个体强制行为。引起强化效应的药物或刺激因子称为强化

因子。正性强化效应（Positive reinforcing effect）又称奖赏

效应（Reward effect），是指能引起欣快或精神愉悦舒适的

感受，促使人或动物主动觅药（或寻求刺激）行为的强化效

应，它是精神依赖性的基础。负性强化效应（Negative 

reinforcing efficacy）又称厌恶（Aversion），是指能引起精神

不快或身体不适（如戒断症状），促使人或动物为避免这种

不适而采取被动觅药（或寻求刺激）行为的强化效应，它是

躯体依赖性的基础。正性强化效应和负性强化效应均可能导

致药物滥用。 

具有滥用潜力的药品通常具有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活性，并产生欣快（或其他情绪变

化）、幻觉或与 CNS 抑制剂或兴奋剂一致的效应。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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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产生 CNS 活性的药物，无论什么适应症，均应考虑是

否需要进行依赖性评价。 

依赖性研究是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内容，可用

于确定是否需要开展临床依赖性潜力评价，支持临床依赖性

潜力评价的试验设计，并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警示滥用

倾向。 

本指导原则介绍了依赖性潜力评价分层策略、依赖性潜

力早期评估内容，重点阐述了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的基本

要求。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中药和化学药物的非临床依赖性潜

力评价和研究。 

 

二、依赖性潜力评价分层策略 

药物依赖性潜力评价采取分层评价策略，在不同的药物

开发阶段获得不同的信息，并基于前期信息所反映的受试物

特性，确定下一步的试验内容（详见下文阐述及附录）。 

由于具有依赖性/滥用潜力的药物几乎总是具有CNS活

性，因此，如果一种受试物（或其主要代谢产物）具有 CNS

活性，需进行特异性的动物依赖性试验。因此，在药物依赖

性潜力评价中确定受试物是否具有 CNS 活性非常关键。 

在药物开发早期所收集的非临床数据，有助于发现依赖

性潜力的早期指征。这些早期指征通常在人体首次用药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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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包括用于确定作用持续时间的 PK/PD 特征、与已知依

赖性药物的化学结构相似性、受体结合特性、非临床体内试

验中的行为学/临床症状。 

如果这些早期试验未发现受试物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潜

力，则可能不需要在非临床依赖性模型中进行进一步的试

验。通常，如果早期试验显示，受试物具有 CNS 活性，显

示出已知依赖性模式相关的信号，或具有作用于中枢神经系

统的新作用机制，推荐进行进一步的非临床依赖性试验以支

持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如Ⅲ期临床试验）。 

此外，在获得人体药代动力学数据后，需要关注人体主

要代谢产物（参考 ICH M3（R2）及其问答对代谢产物非临

床研究的要求）是否具有依赖性风险，是否具有 CNS 活性，

是否在原形药的非临床研究中进行了充分评估，必要时需进

行单独的依赖性潜力评价相关试验。该部分试验通常应在大

规模的临床试验（如Ⅲ期临床试验）前完成。 

 

三、依赖性潜力早期评估 

受试物是否具有 CNS 活性是进行非临床依赖性试验的

前提条件，因此在药物开发早期，需综合相关信息来评估是

否具有 CNS 活性，对依赖性潜力进行初步评估。评估时需

考虑以下方面： 

与已知具有依赖性的药物的化学结构具有相似性；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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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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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结合试验显示受试物可能作用于与依赖性相关的靶

点/位点；药代动力学提示受试物（和/或其主要代谢产物）

可通过血脑屏障而分布于脑组织；药理学和毒理学试验中提

示的 CNS 活性或提示依赖性的指征；等。 

（一）受体-配体结合试验 

对于 CNS 活性药物，受体-配体结合试验通常是药物早

期开发的一部分。因为其可以确定受试物与已知参与药物依

赖性的靶点的结合，因此从这些数据中可获得指示依赖性的

第一信号。应使用体外受体-配体结合试验进行全面筛选，

以确定受试物在脑中的药理作用靶点。CNS 可能的作用靶

点包括受体、转运蛋白和离子门控通道系统。值得注意的是，

新的药理作用机制可能与先前无法识别的人类滥用/依赖性

潜力有关。受体-配体结合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确定应该进

行哪些体外功能测定。 

与滥用/依赖性潜力有关的神经系统靶点包括（但不限

于）如下：阿片、多巴胺、5-羟色胺、大麻素、γ-氨基丁酸

（GABA）、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受体，转运

体（如多巴胺、5-羟色胺、GABA），离子通道复合物（如

钙、钾、氯）。 

全面的受体-配体结合试验通常评估CNS中的许多靶点

/位点，目前仅已知其中一部分与滥用/依赖性潜力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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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前不与滥用/依赖性潜力相关的作用机制的新药也可

能会产生与滥用/依赖性有关的信号。尽管大多数所测定的

靶点/位点并不能直接预测药物滥用/依赖性，但是它们可以

预测在与滥用相关试验中可能观察到的某些动物行为和人

体不良事件。 

在进行受体-配体结合试验时，应遵循一般的科学原则，

包括使用合适的阳性对照和内控标准。应尽可能使用高选择

性的放射性配体。配体的浓度应至少为 10μM（或应相当于

预期的治疗暴露量的若干倍）。 

对于受体-配体结合试验的数据，应对特异性（配体是

否在一个或多个位点结合）和选择性（配体对不同结合位点

的相对亲和力）两方面进行评估。 

对具有结合力的靶点/位点，进一步在细胞水平进行体

外功能性试验，以确定受试物在特定结合位点是激动剂、拮

抗剂、部分激动剂还是混合激动剂-拮抗剂。功能性试验包

括神经递质释放、第二信使活性的测定等。 

通过对受体-配体结合和功能特性的了解，有助于确定

哪些动物行为学试验可能是相关的。 

根据体外受体-配体结合的试验结果，后续可能需要在

体内试验中进一步确认体外试验中观察到的结合特性。 

以上内容也适用于在临床试验阶段的人体药代动学试

验中发现的人体主要代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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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代动力学研究 

来自药代动力学研究的依赖性早期指征包括在脑中的

相对分布和穿透性，受试物若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或者

代谢产物能进入脑或在脑中形成代谢产物，可能提示受试物

是否具有 CNS 活性。 

此外，非临床药代动力学资料对于合理设计和解释与动

物依赖性试验非常重要，如血浆峰值浓度（Cmax），达峰时

间（Tmax），药物作用起效时间以及原形药及人体主要的 CNS

活性代谢产物（>原形药浓度的 10％）的终末半衰期（T½）。

其他参数，例如曲线下面积（AUC0-∞），生物利用度以及 CNS

浓度和药物清除率，可能对于某些药物也很重要。 

（三）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 

药理学和/或毒理学试验中显示出能够诱导动物出现提示

CNS 活性的一般行为学变化。例如：在药效学试验中出现

的 CNS 相关反应，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停药后恢复期中出

现的异常行为或戒断症状。 

通过以上研究及相关信息，经评估后认为受试物具有

CNS 活性，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如

果受试物显示出已知的依赖性模式有关的信号，或者具有作

用于 CNS 的新作用机制，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动物依赖性

行为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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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对相关信息的评估后，若同时符合以下三种

情况，可能不需进行进一步的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1）

在相关浓度下，受试物与依赖性相关的分子靶点无相互作

用，或者虽然观察到受试物与相关靶点的结合，但该结合不

会引起相应的功能性变化。（2）体内试验结果未显示出依赖

性潜力。（3）未发现受试物具有可能与依赖性有关的新的作

用机制。 

当体外试验中已充分显示出依赖性潜力的类别和程度，

例如一个完全 μ 受体激动剂，可能不需再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但是，此类阿片类药物常常表现出混合的阿片类特征，

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研究其依赖性。 

如果在后续的动物或人体试验中受试物出现提示依赖

性潜力的信号，应重新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药物依赖性试

验。 

 

四、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 

在确定受试物或其主要代谢产物具有 CNS 活性后，应

进行与依赖性相关的动物行为学试验。这些试验评价受试物

是否在动物体内产生行为变化，从而提示受试物是否可能对

人体产生依赖性，是否会造成滥用。检测药物是否影响或干

扰一般行为的非临床安全性试验中的一般行为学试验可显

示受试物是否产生与依赖性相关的信号（例如提示中枢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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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度活跃）。特异性的依赖性试验包括评价受试物是否具

有奖赏或强化特性（自身给药试验和条件性位置偏爱试验），

以及受试物是否与已知的滥用药物具有类似的效应（药物辨

别试验），此外，应评价受试物在长期给药后产生躯体依赖

性的潜力（可通过突然停药后出现戒断症状来提示，即戒断

试验）。这些特异性的依赖性试验即通常毒理学试验中所称

的药物依赖性试验。这些特异性依赖性试验的结果，与临床

试验中与滥用相关的不良事件的评价相结合，用于确定是否

需要进行潜在的人体依赖性/滥用试验以及如何设计试验方

案。 

一般情况下，评价药物依赖性需完成三类特异性的依赖

性试验：药物辨别试验、自身给药试验和戒断评价试验。当

进行试验时，自身给药试验和药物辨别试验通常为单独进

行。戒断评价试验可单独进行，在可行时也可整合到重复给

药毒性试验恢复期亚组的设计中。 

一般情况下，特异性的药物依赖性试验在Ⅱ期临床试验

结束后进行，因为此时才可获得拟定的最终治疗剂量，而依

赖性试验的剂量设计需基于人在拟最高治疗剂量时所产生

的人体暴露量进行设计。但是，根据受试物具体情况，如基

于安全性风险的担忧或其它因素，可能需要在药物开发更早

阶段进行依赖性试验。这种情况下，在获得拟定的最终治疗

剂量后，需再评估这些试验的试验设计是否满足要求，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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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重新进行依赖性试验。 

为了获得足够的药物依赖性信息，药物依赖性试验内容

的选择需综合早期依赖性潜力早期评估结果、前期药理毒理

资料（包括药效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安全药理学等）、

已有的人体试验提示信息，以及人和动物的代谢差异性等，

并进行合理的试验设计。在不适用于本指导原则所描述的几

种药物依赖性试验时，可采用其它经验证过的依赖性试验，

但应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试验一般原则 

药物依赖性试验是药物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的一部分，根

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应当在经过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的机构开展，并遵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

规范。 

药物依赖性的评估和试验设计，应在对受试物认知的基

础上，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应根据前述早期指

征的评估，选择合理的试验方法，设计适宜的试验方案，并

对试验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试验设计应符合毒理学试验随机、对照、重复的基本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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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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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动物 

当受试物在啮齿类动物中的代谢产物特征和药物作用

靶点与在人体中的一致时，应采用啮齿类动物进行依赖性评

估。一般不采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

明确的证据表明非人灵长类动物可预测人体依赖性而啮齿

类动物模型不能预测时，才采用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试验。 

依赖性试验通常采用大鼠，因为大鼠在这些试验中已得

到了验证并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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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试验通常采用两种性别动物。若采用一种性别，

需提供合理性证据。 

试验中的动物数应基于统计学分析效能，以确保动物数

适合于检测到与受试物相关的行为学变化。 

如果已知并可获得试验中所用动物的用药史（包括药物

类别及用药的程度和时间等），应提供，因为既往用药可能

影响动物对受试物的反应。 

（四）给药剂量 

应根据所进行的具体试验、受试物的特性选择合适的给

药剂量。剂量应基于人拟用最高治疗剂量产生的最大血药浓

度（Cmax）进行设计，最高剂量产生的血药浓度应为临床

治疗剂量血药浓度的若干倍。由于药物滥用者/吸毒者使用

剂量通常是临床使用剂量的数倍，故动物依赖性试验中的剂

量应从相当于临床最高治疗剂量产生的 Cmax 至比其高数

倍（该原则不适用于自身给药试验，详见 2.1自身给药试验）。 

另外，若受试物对与依赖性相关的靶点具有部分激动剂

活性（高剂量时产生拮抗剂活性，低剂量时产生激动剂活

性），而适应症与拮抗作用相关，对于此种受试物，给药剂

量适当降低可能更适于评价依赖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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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给药途径 

原则上采用临床给药途径，但是，对于不同的模型可能

需要采用不同的给药途径。如自身给药试验应采用静脉给药

途径（详见 2.1 自身给药试验）。另外，需考虑以后的滥用/

非医疗目的可能使用的不同给药途径。 

（六）对照组 

应设置阳性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 

为了验证试验系统的敏感性和有效性，阳性对照组应产

生与阴性对照组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的结果，以确保可检

测到依赖性潜力。在可行的情况下，阳性对照药应与受试物

属于同一药理学类别且已知具有依赖性。阳性对照药的剂量

应合理选择，如参考已发表的依赖性试验文献，以确保在具

体试验中能产生足够的依赖性行为反应。对于具有新的作用

机制的受试物，则阳性对照药可考虑选择作用机制不同，但

适应症或行为学特性与受试物相似的药物。 

阴性对照组一般采用受试物的溶媒或辅料。 

（七）指标检测时间 

动物行为学试验的数据采集应在Tmax进行，并在Tmax

前和后进行测定，以确保完整表征受试物。由于 Tmax 取决

于给药途径，因此应参考动物 PK 试验数据设计合适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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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间点。检测开始的时间取决于所评价的特定动物行

为，因为在药物起效时不同的行为反应可能会发生于不同的

时间。 

需要关注耐受性对试验检测时间点的影响。动物依赖性

潜力评估通常不需要直接评价耐受性，但是，应知晓受试药

的药理机制是否与耐受性的发展有关。如果有关，这会影响

行为训练和测试的时间，以使得药物暴露的频率不足以引起

耐受性。如果未控制耐受性的可能性，则通常无法肯定地将

试验阴性结果解释为未显示出依赖性信号。对于具有新作用

机制的受试物，如果受试物的给药频率不超过间隔一天给药

一次，则有可能预防耐受性的产生。 

戒断评价试验中，观察时间和频率应足以检测到所有的

戒断症状。 

（八）各试验一般要求 

1．一般行为学试验 

可能提示依赖性信息的一般行为学试验包括功能行为

组合（FOB）试验/ Irwin’s 试验、运动能力试验等。FOB 试

验/Irwin’s 试验为在动物急性给药后的一段时间内（包含

Cmax）观察一般行为，可提供受试物是否会产生与依赖性/

滥用相关的作用（如兴奋剂或镇静剂）的初步指征。运动能

力试验为动物急性给药后检测受试物干扰正常运动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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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些试验包括运动行为观察（包括刻板行为）、转棒

行为、翻正反射、悬尾试验（观察肌肉张力）、斜板试验等。

这些试验通常属于安全药理学试验的一部分，试验具体要求

和试验开展时间参考安全药理学研究相关指导原则。 

２．奖赏效应/强化特性的评价 

2.1 自身给药试验 

自身给药试验（Self-Administration Study）用于评价受

试物是否具有足以产生强化作用的奖赏效应，即动物在初次

接触受试物后反复自身给药的可能性。 

自身给药试验原理基于斯金纳的操作式条件反射，动物

通过无意间的行为（如踏板或压杆）获得药物，药物所带来

的欣快感强化了动物继续踏板行为，最终通过不断的药物强

化，动物学会了主动觅药。在建立操作式条件性反射过程中，

通常伴随着声音刺激或（和）光刺激，以使动物获得条件性

强化能力。 

自身给药试验应采用静脉给药途径，因为静脉给药途径

可使药物快速进入大脑，更易使药物摄取行为（踏板/压杆）

与即时药物作用之间相关联。最常用的给药途径为颈静脉给

药途径。受试物的单次摄取剂量应适当，不能过高，数次摄

取后的总给药剂量所产生的暴露量一般与人体拟治疗剂量

产生的暴露量相似或为若干倍，以使得在无药物立即过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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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情况下可以对动物重复给药，并避免过高剂量单次给药

后立即引起的精神满足感，而该精神满足感将影响强化作用

的评估。 

自身给药试验的训练阶段一般采用固定比率（fixed 

ratio）1 至 FR10 的训练，最终测试应使用标准 FR10。 

某些类型的具有致幻作用的药物，因具有奖赏特性而已

知在人类中滥用，通常不会产生动物自身给药行为（例如

5HT2A 激动剂），或者仅在有限条件下产生动物自身给药行

为（例如大麻素）。因此，对于与这种类型药物的作用机制

或行为效果相似的受试物，不建议进行自身给药试验，建议

选择其它合适的精神依赖性试验。 

对于无法静脉给药的受试物，不适用于自身给药试验，

可选择条件位置偏爱试验或其它合适的试验。 

2.2 条件位置偏爱试验 

条件位置偏爱（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CPP）试

验用于评价受试物是否能够产生奖赏效应，这种效应通过动

物偏爱伴药箱而不是偏爱非伴药箱来体现。 

CPP 试验基于巴普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把奖赏刺激

（药物）与非奖赏刺激（特定环境）反复联系后，后者可获

得奖赏特性。这可使在不给予药物的情况下，动物表现出对

该特定环境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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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试验与自身给药试验的不同之处在于 CPP 试验不

检测药物的奖赏效果是否产生强化作用，也被认为不如自身

给药试验敏感或可靠。但 CPP 试验不受给药途径的限制，

只要在 Tmax 上进行试验，给药途径则不是关键因素。 

３．与已知滥用药物效应相似性的评价 

药物辨别试验（Drug Discrimination Study） 

药物辨别试验用于评价受试物是否产生与已知的滥用

药物（训练药物）相似的“主观感受”。 

依赖性药物使人产生的情绪效应如欣快、满足感等，属

于主观性效应。具有主观性效应的药物可以控制动物的行为

反应，使之产生辨别行为效应。药物辨别试验属操作式行为

实验。药物辨别试验可适用于不同的给药途径。 

药物辨别试验一般分为食物训练阶段、强化训练阶段和

挑战测试阶段。动物通常接受固定比率 10（FR10）的强化

训练，测试阶段也采用 FR10。挑战测试阶段需进行阳性对

照、阴性对照和受试物的挑战测试。当动物按压与训练药物

相关的踏板/杆>80%时，认为受试物与训练药物“完全泛

化”；当动物按压与训练药物相关的踏板/杆<20%时，则为

“无泛化”；两者之间为“部分泛化”，其中 60~80%之间的

部分泛化被认为与训练药物所产生的“主观感受”有相似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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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试物对训练药物（已知的滥用药物）产生完全或

部分泛化，则被认为可能具有滥用潜力。但是，由于药物辨

别依赖于作用机制，只有药理活性与训练药物相似的受试物

才有可能对训练药物产生泛化。 

４．躯体依赖性的评价 

躯体依赖性评价通常采用戒断试验，评价受试物长期重

复给药后突然停药是否会产生戒断症状。该评价可整合于重

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在其试验结束时进行，也可单独开展试

验。大部分具有依赖性的药物达到生理适应后，突然停药或

剂量明显降低时通常会产生躯体戒断症状，如阿片类药物戒

断后产生流泪、流涎、腹泻、竖毛、湿狗样抖动等症状。不

同药理学类别的药物往往产生不同的戒断综合征。 

躯体戒断试验包括自然戒断试验和催促戒断试验，前者

通过给药几周后直接停药观察戒断症状，后者则一般在较短

时间内采用剂量递增方式给药并采用对应的拮抗剂快速催

促激发戒断反应。戒断症状出现的进展及程度取决于药物类

别、给药途径、给药剂量、作用持续时间等。 

首选自然戒断试验。一般采用产生与人治疗剂量（以及

可能超治疗剂量）暴露量相当的剂量给药至少 4 周，然后突

然停药。行为观察应在停药前几天开始，每天观察至少持续

7 天，或直至受试物消除的时间。由于不同药理学类别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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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产生不同的戒断症状（可能存在部分重叠），应使用药

理学类别药物预期戒断行为的标准化检查表。 

 

五、非临床依赖性试验结果综合分析与评价 

在对所得到的非临床依赖性试验数据进行分析与评价

时，建议考虑以下几方面： 

1．对于药物依赖性试验，试验系统可靠性和敏感性非

常重要，应基于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药的结果评价试验系统

的有效性。不同的药理学作用类别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试验或

试验设计，因此应综合评价所选择试验及其试验设计的合理

性，阐述模型是否可靠，检测指标是否具有灵敏性、特异性

和可靠性。 

2．由于行为学试验受到的影响因素多且动物之间变异

性大，对于每个试验的结果，需综合分析其统计学意义和生

物学意义。统计学差异可判断受试物对考察的试验结果是否

存在影响，但由于样本数的限制，有时可能掩盖真正的生物

学差异，故样本数应足够充分，以满足统计学效能的需要，

同时，还应对每个样本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同时还应结合动

物的正常反应加以分析。 

3．应分析是否存在耐受性，及耐受性是否影响依赖性

潜力的评估。 

总之，在对受试物依赖性风险评估中，应充分利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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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临床研究数据，并结合药学、药理毒理和临床研究信息，

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综合评价，以判断是否具有依赖性潜

力，提示是否需要进行人体依赖潜力评估试验以及为人体依

赖性试验设计提供信息，并提示药物分类信息，指导临床合

理应用，避免滥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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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非临床药物依赖性潜力评价分层策略图 

 

 

 

 

 

 

 

 

 

 

  

 

 

 

 

 

 

 

 

注： 

1、在临床试验阶段的人体药代动学试验中发现的人体主要代谢产物，根据代谢

产物情况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代谢产物的非临床依赖性潜力评估。 

2、在不适用于本指导原则描述的几种依赖性试验时，也可采用其它经验证过的

依赖性试验，但应提供合理性依据。 

3、这些试验属于安全药理学试验的一部分，试验具体要求和试验开展时间参考

安全药理学研究相关指导原则。 

 

否 

判断受试物（或其人体

主要代谢产物 1）是否

具有 CNS 活性 

 

是否可以静脉给药  

否 

是 

依赖性潜力早期评估 

· 化学结构 

· 受体-配体结合试验 

· 药代动力学试验 

· 药理学和毒理学试验 

· 其它相关信息 

可能无需进行动物

依赖性行为学试验 

一般行为学

观察试验 3 

强化效应/奖赏

效应的评价 

与已知滥用药物相似性

评价：药物辨别试验 

躯体依赖性试

验 

自身给药试验 条件位置偏爱试验或其它合适的试验 

进行动物依赖性行

为学试验 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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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药物依赖性研究是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

部分。ICH M3（R2）中要求，对于可产生中枢神经系统作

用的药物，无论什么适应症，均应考虑是否需要进行依赖性

评价，并对非临床依赖性试验开展的阶段性、试验类型和动

物种属等提出了基本要求。美国与欧盟分别于 2017年和2006

年发布了区域性指导原则。 

我国《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于 2007

年发布，适用于化学药物和中药、天然药物，为在药物研发

过程中进行依赖性评价提供了技术指导。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国际上对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的研究和认识不断进展，国内药

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需要与国际认识接

轨。因此，为完全实施和充分遵循 ICH M3（R2）的要求，

同时为建设完善国内非临床安全性指导原则体系，基于非临

床依赖性研究的研究进展修订完善指导原则，药理毒理学部

于 2021 年启动了《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的修订工作。 

本指导原则为 2007 年发布的《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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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技术指导原则》的修订，在修订版发布后，原 2007 年版指

导原则将废止。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起草工作起草始于 2020 年，于 2020 年收集

了相关文献，并列入 2021 年中心指导原则制修订计划。根

据中心指导原则制定工作程序以及本指导原则起草计划，在

前期收集资料基础上，于 2021 年 6 月撰写形成指导原则初

稿，经中心指导原则核心工作组讨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

召开了指导原则初稿专家讨论会。专家会后，经药理毒理学

部部门技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审核，根据专家讨论会意见和部

门技术委员会意见进行修订，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思路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思路为在遵循 ICH M3（R2）（2009

年 6 月 11 日发布）对药物依赖性试验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结合国际上对依赖性研究的进展和共识，并结合中国研究现

状进行撰写。 

本指导原则纳入了 ICH M3（R2）对药物依赖性试验的

要求，同时参考了美国 FDA 于 2017 年发布的《Guidance for 

industry: assessment of abuse potential of drugs》（药物滥用潜

力评估指导原则）和欧盟 EMEA 于 2006 年发布的《Guideline 

on the Non-Clin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ependence Potential 

of Medicinal Products》（药物依赖性潜力非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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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临床依赖性试验的要求。本指导原则发布实施后，将能

完全实施 ICH M3（R2）对药物非临床依赖性评价的要求。 

由于此次修订指导原则与原 2007 年版指导原则有明显

的变化，对国内进行依赖性试验将产生明显影响。因此，在

指导原则起草过程中，与国内多家 GP 试验机构（包括所用

具有药物依赖性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讨论，

并经专家组讨论，专家一致认为修订后的指导原则具有可操

作性。 

四、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介绍了依赖性潜力评价分层策略、依赖性潜

力早期评估内容，重点阐述了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的基本

要求，包括试验一般原则、受试物、实验动物、给药剂量、

给药途径、对照组、指标检测时间、各试验一般要求等。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中药和化学药物的非临床依赖性潜

力评价和研究。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1、关于依赖性潜力评价要求的基本考虑 

我国已加入 ICH，因此需要执行 ICH M3（R2）中所提

出的非临床依赖性试验的要求，本指导原则纳入了 ICH M3

（R2）对药物依赖性试验的要求。此外，比较美国和欧盟指

导原则，其对非临床依赖性研究的要求总体思路一致，本指

导原则参考其相应内容进行了撰写，使之与国际共识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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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基于当前对非临床依赖性评价的科

学认知，随着其国际研究和认识的进展，相关内容将进行不

断完善和适时更新。 

2、关于依赖性潜力评价分层策略 

本指导原则提出了依赖性潜力分层评价策略，在不同的

药物开发阶段获得不同的信息，并基于前期信息所反映的受

试物特性，确定下一步的试验内容，符合非临床研究贯穿于

药物开发全过程的风险控制理念。在临床试验开始前综合各

方面信息对依赖性潜力进行早期评估，评估是否具有 CNS

活性，是否具有依赖性潜力早期指征。基于早期评估结果，

确定进行进一步的非临床依赖性行为学试验。同时指导原则

为了更加直观的指导，绘制了非临床药物依赖性潜力评价分

层策略图。 

3、关于受体-配体结合试验 

对于 CNS 活性药物，受体-配体结合试验通常是药物早

期开发的一部分。受体-配体结合试验可以获得指示依赖性的

第一信号。应使用体外受体-配体结合试验进行全面筛选，在

具有结合力的靶点进一步进行体外功能性试验。本指导原则

提出了受体-配体结合试验的一般要求。 

4、关于药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 

在确定受试物或其主要代谢产物具有 CNS 活性后，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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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依赖性相关的动物行为学试验。依赖性行为学试验包括

一般行为学、特异性的依赖性试验两大部分，前者一般为安

全药理学研究内容，而后者即通常毒理学试验中所称的药物

依赖性试验。 

对于一般行为学试验，因其通常属于安全药理学试验的

一部分，故试验具体要求和试验开展时间参考安全药理学研

究相关指导原则。 

对于特异性的依赖性试验，本指导原则提出了其总体的

一般要求，对于各试验，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了各试验的关

键性要求，而不阐述具体试验方法，具体的试验方法可参考

相关文献。 

5、关于一般行为学试验的研究内容 

美国指导原则中推荐的一般行为学试验为 Irwin’s 试验，

Irwin’s 试验为安全药理学研究内容。根据 ICH S7 人用药品

安全药理学试验指导原则，FOB 试验和改良 Irwin’s 试验均

可采用。基于目前国内安全药理学试验多采用 FOB 试验，而

FOB 试验本身是在 Irwin’s 试验基础上改良而来，其观察指

标大致相当，对于依赖性的观察，FOB 试验和 Irwin’s 试验

无明显差异，故本指导原则提出 FOB 试验和 Irwin’s 试验均

可。 

6、关于特异性的药物依赖性的一般要求 

本指导原则明确了药物依赖性试验项目、实验动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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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量、给药途径、对照组、检测时间点的要求，其主要基

于试验本身的科学性考虑，并参考了国外相关指导原则的要

求。 

关于药物依赖性项目，ICHM3（R2）明确提出需要进行

三类试验：药物辨别试验、自身给药试验和戒断评价试验，

反映了国际共识，因此本指导原则与之保持一致。同时提出，

在不适用于本指导原则所描述的几种药物依赖性试验时，可

采用其它经验证过的依赖性试验，但应提供合理性依据。 

7、关于试验的阶段性 

本指导原则的阶段性要求参考 ICH M3（R2）要求。对

于特异性药物依赖性试验一般在Ⅱ期临床试验结束后进行、

在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如Ⅲ期临床试验）前完成的原因进行

了阐述，因为依赖性试验的剂量设计需基于人在拟最高治疗

剂量时所产生的人体暴露量进行设计，而拟定的最终剂量一

般在Ⅱ期临床试验结束后才可获得。同时，指导原则提出，

根据受试物具体情况，如基于安全性风险的担忧或其它因素，

可能需要在药物开发更早阶段进行依赖性试验。 

8、关于依赖性各试验的具体要求 

本指导原则根据国际对依赖性试验的认识提出了依赖

性各试验的具体要求。例如，自身给药试验的给药途径需采

用静脉给药，因静脉给药途径可使药物快速进入大脑，更易

使药物摄取行为（踏板/压杆）与即时药物作用之间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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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真实反映药物的依赖性潜力。而其它给药途径可能造成

假阴性结果，故不适用于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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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一、概述 3 

中药新药的毒理研究贯穿于中药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是研4 

究和评价中药安全性以及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因此，5 

毒理学试验受试物能充分代表临床试验用样品及申请上市样品的6 

质量属性和安全性，对于保证毒理学试验结果的可靠性、保障临7 

床应用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通常，中药成份复杂，存在较多8 

未知成份，对有效成份和/或毒性成份的认识尚不充分，成份的体9 

内暴露与毒性的相关性尚不明确，导致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10 

的研究和管理具有其特殊性。 11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和规范用于注册申报的中药新药毒理研12 

究用样品制备、质量控制、配制等环节的研究和过程管理，尽量13 

减少干扰试验结果与科学评价的因素，以保障客观、准确地评价14 

药物的非临床安全性，为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和上市提供可靠的非15 

临床安全性信息。天然药物的毒理研究用样品可参考本指导原则16 

进行相关研究。 17 

二、基本原则 18 

（一）受试物应具有代表性 19 

毒理研究用受试物质量应稳定、均一、可控，能体现临床试20 

验用样品及申请上市样品的质量属性和安全性。应在前期药学研21 

究确定处方、工艺的基础上制备受试物，一般应为中试及以上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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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样品，受试物药材/饮片、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稳定性研究23 

等应符合中药相关指导原则的规定。 24 

（二）加强研究过程的质量控制 25 

应在研究过程中加强对研究用样品的质量控制和过程管理，26 

并有完整的原始记录，以保证研究用样品的质量可控和可追溯。 27 

（三）应符合 GLP相关规定 28 

《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是药物非临床研究29 

质量保证的基础，用于支持注册申报的毒理研究用样品需遵循《药30 

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及本指导原则中关于样品管31 

理和使用的相关要求。 32 

（四）根据品种特点开展针对性研究 33 

由于中药情况的复杂性，不同剂型、不同给药途径、不同试34 

验目的对毒理研究用样品的要求可能存在差异，为满足具体试验35 

的要求，保证试验过程和结果科学、可靠，毒理研究用样品的研36 

究应在本指导原则所提出一般要求的基础上遵循“具体问题具体37 

分析”的原则。 38 

三、主要内容 39 

（一）受试物药学研究一般要求  40 

1.受试物的制备 41 

应以前期药学研究确定的处方、工艺制备受试物，受试物应42 

为中试及以上规模的样品。 43 

对于中药新药，可选择制剂作为受试物，考虑到中药毒理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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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验给药容量或给药方法等的限制，也可采用浸膏、浸膏粉等中间45 

体作为受试物，但应研究说明其代表性。如果辅料、剂型对药物46 

的吸收利用影响较大或为特殊给药途径的，为保证毒理试验足以47 

评估受试物的安全性，应采用含辅料制备的受试物进行毒理试验，48 

此种情况下应考虑受试物中浸膏与辅料比例等因素可能对试验结49 

果的影响。如果受试物采用制剂，则辅料对照的组成应与制剂所50 

用辅料保持一致。 51 

为提高毒理试验中的给药剂量/系统暴露量、满足给药顺应性52 

等试验需要而特殊制备的受试物，如通过调整辅料用量制成含饮53 

片量不同的受试物，除可根据毒理试验需要而改变载药量外，其54 

生产工艺、辅料种类应尽量与制剂一致。若为满足试验需要，受55 

试物需要采用制剂工艺中没有的工艺或处理步骤（如：将液体制56 

剂进行浓缩作为受试物，以增加载药量），或需改变辅料种类等，57 

其变更不应引起药用物质基础、吸收利用的明显改变。这种情况58 

下，应与制剂进行工艺、质量、稳定性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以评59 

价变更的影响程度。 60 

2.质量研究及质量标准 61 

应根据受试物的理化性质、稳定性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处方药62 

味化学成份研究结果进行质量研究，并结合中间体或制剂质量标63 

准建立受试物的质量标准。从风险评估的角度考虑，毒理研究用64 

受试物质量标准中与安全性相关的检测项目应尽可能全面，检测65 

指标应能充分反映受试物的质量属性和安全性，并应重点考察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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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药物安全性、有效性有较大影响的指标。 67 

3.稳定性 68 

受试物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应能保证受试物在毒理试验周期内69 

质量稳定。应明确受试物的贮藏条件、包装和有效期。 70 

（二）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一般要求 71 

毒理试验一般将受试物经适当溶媒配制后作为给药制剂，也72 

存在受试物直接作为给药制剂的情况。经溶媒配制的毒理试验用73 

给药制剂具体要求如下： 74 

1.给药制剂的配制 75 

应结合受试物的理化性质、给药方式、给药方案设计（试验76 

中的用法和用量）及试验系统特点等选择合适的溶媒并采用合适77 

的配制方法，以保证配制用溶媒对药物的物质基础、吸收利用不78 

产生影响。应研究建立给药制剂的配制方案，并记录完整的配制79 

过程及关键参数。鉴于中药成份的复杂性，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80 

建议采用现用现配的方式。 81 

2.给药制剂的分析 82 

给药制剂分析包括分析方法的建立以及给药制剂的检测，其83 

主要目的是考察给药期间给药制剂质量的稳定均一。应规定合理84 

的检测频率，对于试验周期较长的毒理试验应适当增加检测频率。85 

如毒理试验过程中更换不同批号的受试物，应对新批号受试物制86 

备的给药制剂重新进行分析。 87 

给药制剂分析应结合受试物的质量研究结果选择合适的检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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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并应进行分析方法的方法学验证，证明方法可行后方可应89 

用于给药制剂的检测。分析方法验证需模拟试验中将会采用的给90 

药制剂浓度，至少涵盖试验方案中的最高、最低浓度，并考察试91 

验中可能的配制体积。对非真溶液体系需开展均一性分析，以保92 

证样品混合均匀。应根据给药制剂的特点以及具体毒理试验的要93 

求明确给药制剂各检测指标的可接受限度或限度范围。 94 

根据拟定的检测指标、检测方法、限度要求制定给药制剂的质95 

量控制内容，并对给药制剂进行检测，必要时与受试物检测结果96 

进行对比分析。 97 

3.给药制剂的稳定性 98 

对于确需放置的给药制剂应考察其稳定性。稳定性考察的时99 

间范围应涵盖从给药制剂配制完成至给药结束，浓度范围应覆盖100 

毒理试验的全部浓度。应按给药制剂质量控制要求对稳定性试验101 

样品进行检测，并根据稳定性试验结果确定给药制剂的使用期限、102 

贮藏条件等。 103 

（三）样品档案 104 

为保证毒理研究过程中研究用样品的可溯源性，并为注册申105 

报提供数据和资料支持，申请人、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应106 

对受试物、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建立全面的样品档案，包括但不107 

限于以下内容： 108 

1.受试物 109 

（1）药材/饮片的来源、批号、基原、产地、采收期、药用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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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饮片炮制、质量标准、检验报告等。炮制饮片所用炮制辅料111 

的来源、质量标准、检验报告等。 112 

（2）样品的批号、投料量、批量、工艺路线及关键工艺参数113 

（如：浸膏量、出膏率）、主要生产设备、中间体质控要求、辅料114 

/制剂处方、样品得率、批生产记录等，为满足试验需要而特殊制115 

备受试物的相关研究资料及说明。辅料、生产过程中所用材料的116 

来源、质量标准、检验报告等。 117 

（3）质量标准、方法学验证数据、检验报告及相关数据图谱。 118 

（4）稳定性研究方法及数据、样品有效期、贮藏条件、包装119 

材料。 120 

（5）标签应包括样品名称、批号、样品装量、纯度/规格、含121 

量、生产日期、有效期、贮藏条件、生产单位等。 122 

2.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 123 

给药制剂的配制方法、浓度、配制用溶媒基本信息（来源、124 

批号、规格等）、质量控制内容及方法学验证、检验报告及相关图125 

谱、稳定性研究数据及给药制剂使用期限等。 126 

（四）毒理研究过程中样品的管理 127 

1.需提供的受试物药学信息 128 

需提供给毒理研究机构受试物批次、质量标准/质量检验方法、129 

检验报告、稳定性及有效期、包装、贮藏条件等样品相关信息。 130 

2.样品的转运及接收 131 

受试物的包装材质、规格应适宜，确保在送达研究机构及试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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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程中不会泄露、受污染或变质；根据受试物的理化性质（如：133 

吸潮性、稳定性）、给药制剂的配制需求，应采用适宜的规格/装134 

量。受试物的包装应有明确的标识，至少包括名称或代号、批号、135 

纯度或含量、贮藏条件、生产日期、有效期等信息。应在运送过136 

程中注意温度、湿度、光照等对受试物质量的影响，并保存记录137 

归档。应具有完整的接收记录。 138 

3.样品的贮藏 139 

样品应保存放置在适当的设施、设备中，样品贮藏设施、设140 

备应和试验系统隔离，贮藏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照等）应满141 

足研究用样品稳定性的要求。 142 

4.留样 143 

应根据试验需求及档案管理要求在适宜的条件下对受试物和144 

对照品进行留样。 145 

四、参考文献 146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 147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年. 148 

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研149 

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2020年. 150 

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中药复方制剂生产工151 

艺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2020年. 152 

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中药新药研究各阶段153 

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2020年.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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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天然药物稳定性研究技155 

术指导原则》，2006年. 156 

7.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157 

范》，2017年.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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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为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规范

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研究和过程管理，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中

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按照药审中心指导原则制修订工作的相关要求，2020年

11 月药审中心技术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指导原则立项建议，

2021 年 2 月国家药监局审核同意立项，2021 年 5 月本指导

原则列入《药审中心 2021年指导原则制修订工作计划》。 

2021年 2月成立了“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课题研究组，起草本指导原则。 

2021年 2月至 4月撰写形成指导原则初稿。 

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学界专家参与的初稿研讨会，对

指导原则初稿进行讨论、修改。 

2021 年 6 月 4 日至 11 日在药审中心内部相关审评部门

征求意见。 

2021 年 7 月 15 日召开学界专家、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的

改稿会，广泛听取意见，形成了本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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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部门技术委员会在初稿会和

改稿会前后多次召开会议对本指导原则进行讨论。 

三、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明确了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制备/配

制、质量控制、稳定性、档案以及毒理研究过程中样品管理

的一般要求，为毒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提供支撑。 

四、需说明的情况 

（一）关于本指导原则所涉及名词的说明 

本指导原则所述毒理研究用样品包括受试物和毒理试

验用给药制剂。毒理试验用给药制剂是指毒理试验中对动物

给予的具体物质，一般常为受试物经适当溶媒配制而成。根

据《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34号），受试物是指“通过非临床研究进行安全性

评价的物质”，溶媒是指“用以混合、分散或者溶解受试物、

对照品，以便将其给予实验系统的媒介物质”。 

（二）关于受试物质量研究及质量标准 

若受试物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体（浸膏、浸膏粉），

受试物的质量标准可参考中间体质量标准建立。如中间体质

量标准不能全面反映受试物质量属性和安全性，应研究增加

相应检测项目/指标。 

（三）关于受试物的稳定性 

可参考《中药、天然药物稳定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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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受试物的稳定性考察，并对进行长期和/或加速稳定性试

验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建议根据拟定的临床用药疗程、毒理

试验周期等因素确定稳定性考察的时间。 

受试物的稳定性考察可在毒理试验前完成也可伴随毒

理试验进行，但稳定性考察结果应能支持毒理试验周期内样

品的稳定，以免影响试验质量和结果。若稳定性考察伴随毒

理试验进行，则受试物标签中的“有效期”可根据已完成稳

定性考察结果和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为暂定的有效期，实际

的有效期应根据最终稳定性考察结果确定。 

（四）关于“样品档案” 

本指导原则从注册申报需要以及研究数据可溯源的角

度出发，在“样品档案”部分对毒理研究用样品存档的主要

内容提出了建议，样品档案的储存由申请人及非临床安全性

评价研究机构自行协调安排。 

（五）本指导原则的适用性 

由于药物剂型的多样性和中药组成、成份的复杂性，本

指导原则从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的制备/配制、质量研

究、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了一般性要求，但对于特殊品种，建

议根据品种特点开展合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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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c1a2912ef89b5a5b9615b7a6cdce404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1 日 

为引导我国利拉鲁肽产品临床研发体重管理适应症，根据该品种特点及我国临床实践，综合既往讨论意见，在已发布的

《利拉鲁肽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和《体重控制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药

品审评中心撰写了本指导原则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一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王朝云 

       联系方式：wangcy@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9 月 1 日 

 

 

附件 1 ：《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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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近年我国人群中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导致其相关的

慢性病患病/发病呈快速上升趋势，但目前批准用于超重或肥

胖人群的药物非常有限，临床迫切需要更多治疗药物用以辅

助生活方式干预进行体重管理。 

利拉鲁肽注射液为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开发的一种人胰

高血糖素样肽-1（GLP-1）类似物产品，在国外首先获批用于

治疗 2 型糖尿病，商品名：Victoza[1]，最大使用剂量为 1.8 mg

每日一次。基于 GLP-1 可通过大脑中广泛分布的受体调节食

欲和热量摄入，诺和诺德又开发了商品名为 Saxenda[2]的产品，

在国外获批用于 BMI 在 30 kg/m2 及以上（肥胖）或者 BMI

在 27 kg/m2及以上（超重）并伴有至少一种肥胖合并症的成

人患者、12 岁及以上体重大于 60 kg 且根据国际 BMI 界值

相当于成人 30 kg/m2（肥胖）的儿童患者，采用 3 mg 每日一

次的剂量辅助低热量饮食和增加锻炼进行体重管理。 

原研利拉鲁肽注射液于 2011 年在中国获批，目前适应

症为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和降低伴有心血管疾病的

2 型糖尿病成人患者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3]。国内有

多个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研发，同时也申报了体重管理适应

症的临床试验。由于原研利拉鲁肽注射液在我国未获批该适

应症，且与改善血糖控制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生物类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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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直接外推体重管理适应症，需要开展临床研究。 

2020 年 5 月发布了《利拉鲁肽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

验设计指导原则》[4]，明确了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的临床研

究要求。本指导原则在该项指导原则基础上，结合利拉鲁肽

特点及国内外相关指导原则，进一步阐述利拉鲁肽注射液在

我国进行体重管理临床研究的建议，为研发机构和研究者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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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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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国际人用药

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和其他国内外已发布的相关指导

原则。 

二、临床研究要求 

利拉鲁肽注射液在我国属于已上市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如果研发与利拉鲁肽氨基酸序列及修饰相同的药品应首先

证明是生物类似药，再进行体重管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证明生物类似药的临床研究设计可参照《利拉鲁肽注射液生

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规定，肥胖程度可以用体

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来表示，但由于欧美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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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体脂分布及相关疾病危险度不同，因此国内外划分超重

和肥胖人群的 BMI 界值不同[5]，但体重管理药物的目标人群

均为肥胖和超重伴体重相关合并症的患者。因此，利拉鲁肽

生物类似药可以按照我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入选受试者。如

果以国外的 BMI 界值为标准，则入选人群属于发生肥胖相关

疾病风险更高、更需要药物治疗的人群，同样可以进行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原研利拉鲁肽在国外已经验证了 3mg 每日一次可以降

低以 BMI 30 kg/m2和 27 kg/m2为界值的肥胖和超重伴合并症

人群的体重，且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已经通过健康人生物等

效和 2 型糖尿病患者临床等效的研究与原研药进行了比对，

因此在开发体重管理适应症时可以采用国外已验证的剂量

进行临床研究。 

由于原研利拉鲁肽注射液在我国未获批体重管理适应

症，因此临床研究可以选择安慰剂对照的优效设计。 

三、临床试验设计要点 

试验设计：建议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

组的优效设计，需明确研究假设。推荐受试者按 1:1 比例分

组，可避免由于组间样本量不均衡导致的偏倚。 

研究人群：如果采用国内标准，主要入选标准中肥胖和

超重人群的 BMI 界值分别为 28 kg/m2和 24 kg/m2；如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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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标准，主要入选标准中肥胖和超重人群的 BMI 界值分别

为 30 kg/m2和 27 kg/m2。其中入组的超重人群应伴随糖尿病、

高血压、脂代谢异常等至少一项体重相关疾病。所有受试者

入组前经过饮食和锻炼等生活方式干预 3-6 个月，但体重减

少不足 5%[6]。 

给药方案：可按原研药国外批准的用法用量，每日一次

皮下注射，以 0.6mg 起始，如耐受每周递增 0.6mg 直至采用

3mg 并维持给药。每日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段内给药。治疗期

间生活方式干预及其他可能影响体重的做法应尽可能与基

线一致且保持稳定。 

主要终点及评价标准：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体重下降 5%

或更高可改善非相关疾病的风险，因此主要疗效终点[6]包括

1）治疗结束时安慰剂校正后的试验组空腹体重较基线下降

百分比至少达到 5%且差异显著；2）治疗结束时试验组空腹

体重较基线下降≥5%的受试者比例至少达到 35%且于安慰剂

差异显著。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最好使用相同的校正的体重

秤。 

研究周期：治疗时间以达到主要终点为目的。根据原研

药在国外完成的临床研究，开始治疗阶段体重下降较快，随

后降幅逐渐趋缓，因此稳定剂量给药后通常不少于 24 周。 

样本量：样本量依据 2 个主要终点及相关参数进行估算，

通常 α取为单侧 0.025（或双侧 0.05），检验效能至少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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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体重管理临床研究的经验提示，可能有较高比例的受试

者退出研究，建议充分评估后确定合适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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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利拉鲁肽是 GLP-1 类似物，国外用于 2 型糖尿病和体重

管理。原研产品于 2011 年获准进口，但未获批体重管理适应

症。 

国内多家企业启动了利拉鲁肽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根据

目前法规拟开发体重管理适应症的利拉鲁肽无法按生物类

似药申报且原研药在国外获批的适应症之间无法直接外推，

在 2019 年底《利拉鲁肽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设计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时，已收到企业反馈建议就体重管理适应

症临床试验设计进行讨论。目前国外尚无关于利拉鲁肽生物

类似药临床方面的指导原则，基于当前利拉鲁肽在我国的实

际情况和企业的临床研发需求，特计划制定本项指导原则。 

二、起草过程 

2019 年 12 月 25 日-2020 年 1 月 25 日利拉鲁肽注射液

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期间，企业反馈

建议对减肥适应症作出研发策略的指导。经讨论，建议适时

另行撰写相关要求。 

2020 年 10 月内分泌临床审评团队结合既往专家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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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拉鲁肽开展体重管理临床试验的意见，对总体策略及

试验设计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随后《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

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立项，启动撰写工作。 

2021年 7月参考国内已发布的《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利拉鲁肽注射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

验设计指导原则》、《体重控制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形成指导原则初稿，8月经过药审中心内部

讨论及技术委员会审核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概述阐述了指导原则的撰写背景、主要目的和

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临床研究要求介绍了利拉鲁肽开发体重管理

适应症时临床研发的顺序，并对国内外临床实践的不同对设

计的影响提供建议。 

第三部分临床试验设计要点对试验设计、研究人群、给

药方案、主要终点及评价、研究周期、样本量等问题逐项进

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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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的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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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d57bc91690c53db3d224e546bfda06f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为了鼓励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药研发理念，从更多维度评价药品的风险获益，合理使用患者报告结局作为终点指标，我中心

组织起草了《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 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赵骏 zhaojun@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 1 ：《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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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c100d2cfa2d30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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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4 

临床结局是评价药物治疗获益与风险的核心依据，如何5 

准确、可靠、完整地观测临床结局至关重要。患者报告结局6 

(patient-reported outcome，PRO)是临床结局的形式之一，在药7 

物注册临床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另外，随着以患8 

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在药物全生9 

命周期中获取患者体验数据并将其有效地融入到药物的研10 

发和评价中日益受到重视，而 PRO 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11 

成部分。 12 

本指导原则旨在阐明 PRO 的定义以及在药物注册研究13 

中的适用范围，PRO 测量特别是量表研发和使用的一般原则，14 

PRO 数据采集的质量控制，数据分析和解释需要注意的事项，15 

以及与监管部门的沟通等，为申办者提供药物注册研究中合16 

理使用 PRO 数据提供指导性意见。 17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使用 PRO 作为终点指标支持药品注18 

册的临床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本指导原则19 

并不特别指定某一测量工具（如量表）的适用场合，也不针20 

对特定疾病。 21 

二、 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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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报告结局定义为任何来自患者直接报告且不被他23 

人修改或解读的对自身疾病和相应治疗感受的评估结局。 24 

量表是 PRO 测量使用较多的工具，主要用于主观测量，25 

如疼痛、生存质量等，但现有量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主观测26 

量问题，如某些症状（如恶心）或症状群。 27 

PRO 强调患者自己报告结局，需要指出，在医疗环境下28 

医生根据观察或判断所记录的患者症状信息不属于 PRO，而29 

属于医生报告结局。一般而言，在试验纳入排除标准中，应30 

排除因年龄或疾病原因无法应答量表的患者。对于只有患者31 

知道的自身症状或感受的结局不鼓励采用代理报告结局。 32 

PRO 的数据采集有纸质记录和电子化载体两种手段。使33 

用电子化手段记录 PRO 称为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electronic 34 

patient-reported outcome，ePRO）。 35 

三、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翻译、改进 36 

临床研究中，一旦确定使用量表测量 PRO，如果尚无适37 

合研究项目的量表，需专门针对研究目的进行研发；如果已38 

有公认的适合研究项目的中文量表，可直接使用；如果已有39 

公认的适合研究项目的外文量表，需经过研发形成正式的中40 

文版本后使用；如果已有量表并不完全适合研究项目时，需41 

改进后使用。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中如何选择更适合于拟开展42 

的研究项目，需要考虑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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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 44 

量表的研发过程大致为：根据研究目的定义目标人群45 

查阅文献构建概念性框架建立条目池通过访谈和46 

Delphi 法改进概念性框架 形成量表测试版预调查改47 

进量表测试版第 1 轮正式测试继续改进测试版第 248 

（3…）轮正式测试（如需要，直至满足对量表的度量性能要49 

求）形成正式版本（如图 1 所示）。量表的研发通常用于50 

有效性评价，也可以针对重要的安全性事件进行研发，其原51 

理和过程是一样的。 52 

 53 

图 1  量表研发过程示意图 54 

1. 构建概念性框架 55 

量表的结构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临床研56 

究中以一级和二级结构较常用。一级结构的量表有单条目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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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视觉模拟疼痛量表）和多条目量表（如简化版口腔干58 

燥量表）。下面以二级结构量表为例进行阐述。 59 

二级结构量表的第一级是维度，第二级是条目。量表概60 

念性框架的初步成型一般基于研发者查阅文献、专家知识和61 

经验以及必要的调研。维度的数量和命名依据对研究内容的62 

理解设定，每个维度下的条目数和条目内容用以体现其所属63 

维度的内涵和重要程度，例如每个条目等权时，维度下的条64 

目数量就体现了维度的重要性。 65 

2. 建立条目池 66 

量表的底层结构是条目，体现具体的设问内容，而维度67 

则是概念性的。为了后续的条目设计，需建立尽可能丰富的68 

条目池，条目的来源可以是所有可能的途径，包括文献、访69 

谈、相关领域的量表研发平台、研发报告、研究者设计，等70 

等。 71 

3. 条目设计 72 

条目设计是量表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条目池足够丰富73 

和成熟，绝大多数的条目一般从条目池中获取，但也会有个74 

别条目由研发者设计。在问题的陈述中，应尽可能采用封闭75 

式问题，避免含混不清的词语、具有双重含义或倾向性引导76 

的问题、双重否定的陈述、以及负面陈述和患者不情愿回答77 

的问题；同时应避免应答的天花板或地板效应，以及一个条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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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时问两个以上问题等。在阅读理解方面，尽量使用常用79 

语，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不宜太高（如具备小学毕业文化程度80 

的阅读能力即可）。 81 

4. 标度方法 82 

条目的标度有二分类标度、等级标度（如 Likert 标度）、83 

连续标度（如视觉模拟标度）、图形标度等方法，其中以 584 

级 Likert 标度法最常用。具体采用几级 Likert 标度要以量表85 

的度量性能达到最佳为标准。 86 

5. 访谈和 Delphi 法实施 87 

在研发者初步形成了量表的概念性框架后，首先需要进88 

行专家访谈和/或专家调查，根据专家反馈意见调整概念性框89 

架。专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考证结构的合理性、条目表述的90 

准确性、应答的可行性和维度及条目的赋权。维度和条目的91 

赋权是量表研发最为关键的环节。专家调查法（Delphi 法）92 

的实施通常不止一轮，具体多少轮以达到专家意见相对统一93 

为止，特别是在赋权方面。 94 

6.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95 

在综合专家意见改进初始的概念性框架后形成量表的96 

初始测试版，继而需要在少量的目标人群中进行测试，然后97 

根据测试结果改进，形成正式测试版。使用正式测试版在目98 

标人群中展开调查，其样本量需根据预调查的参数（如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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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 系数）进行估计，正式测试版的改进也是根据相100 

应的测试结果进行调整，其测试的轮次取决于量表度量性能101 

的满意程度。 102 

7. 验证概念性框架 103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都是验证概念性框架的过程。评价概104 

念性框架的适用性主要基于其度量性能，包括信度和效度。 105 

(1) 信度：信度是指在相似条件下所获得的测量结果的106 

一致性，用于评价测量工具的可靠性。PRO 量表常用的信度107 

指标有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测试者间信度和测试者108 

内信度。重测信度用于评价量表的可重复性，初测和再测之109 

间的相关系数不宜太低（如不低于 0.4）。内部一致性信度用110 

于评价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常用 Cronbach 系数评价（通常111 

不低于 0.7 为宜）。测试者间信度和测试者内信度分别用于112 

评价测试者间和测试者内的一致性，通常用组内相关系数113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价，有文献报道认114 

为 ICC 一致性可划分成 0.4 为差，0.4-0.75 为尚可，>0.75 为115 

很好。 116 

(2) 效度：效度是指测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想要测量117 

的内容，用于评价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一个好的量表应该既118 

可靠又有效。信度高并不代表效度也高（例如重度抑郁症症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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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量表用于测量重度抑郁症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而用于测120 

量躁狂症时效度就不高），但信度低的话，效度必然不会高。 121 

量表效度的评价方法很多，以 3C 方法较为常用，即内122 

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标准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和123 

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内容效度主要基于专家知识124 

和经验主观上判断量表的维度和条目的内容是否合理，是否125 

能正确反映想要测量的内容。标准效度表示研发量表与所谓126 

“金标准”量表的相关程度。由于金标准通常不存在，且如果127 

存在则研发意义有限（仅在研发量表具有极大的便利性等情128 

况下），因此应用较少。结构效度常通过确证性因子分析方129 

法评估观测数据产生的结构与概念性框架的一致性。 130 

除了上述 3C 概念外，效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变131 

化的能力，又称反应度，即能够灵敏地反映患者结局变化（如132 

干预前后的变化，给予不同干预的反应等）的能力。 133 

8. 撰写量表说明书 134 

为了确保量表的正确使用，应撰写量表使用说明书。量135 

表说明书包括但不限于：目标人群，含引导语在内的完整量136 

表结构，维度和条目的赋值以及量表的计分规则，度量性能，137 

有效应答的规定，缺失数据的处理，回忆期限（如涉及）等。 138 

（二） 用于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调139 

适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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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中用于 PRO 测量的原研量表如果为外语，通141 

常需要翻译成中文后才能应用。原研量表的某个或某几个条142 

目如果因为文化方面的差异而无法被患者理解或难以获得143 

有效配合时，还会涉及文化调适问题。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144 

调适是否恰当，要以翻译和/或文化调适后的量表与原研量表145 

的度量性能是否相近为衡量标准。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调试146 

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47 

1. 准备阶段。查阅量表研发的所有相关资料；组建多148 

学科翻译团队（如英译中、中译英、医学等专业人员）；建149 

立与量表研发者的沟通渠道，除获得使用该量表最新版本的150 

授权许可外，通过交流更好地理解量表的含义，以使翻译更151 

为准确。 152 

2. 正向翻译。两个或多个翻译人员独立将原语言版本153 

的量表译成中文版本，然后综合各个翻译文稿形成中文初稿。 154 

3. 回译。由母语为原语言且又熟悉中文的翻译人员将155 

中文初稿翻译回原语言，将回译版本与原文进行比较，如有156 

较大差异，需进一步修改中文译稿，直至回译稿与原文的差157 

异达到可接受的程度，形成中文版初版。 158 

4. 量表的文化调适。如果量表中有个别条目不适于当159 

地文化，需对其进行调适，调适结果是否满意应以调适后量160 

表与原研版的度量性能相近为判断原则。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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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文版初版测试。在目标人群中使用中文版对抽取162 

样本进行测试，如果量表的度量性能与原研版相近，中文版163 

可定稿；如果相差较大，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中文版，直至度164 

量性能达到要求为止，形成中文版终版。 165 

6. 中文版研发报告。中文版终版形成后，撰写完成研166 

发报告，记录整个研发过程，报告度量性能，编写量表说明167 

书，必要时申报中文版软著权。 168 

（三）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改进 169 

当已有量表并不完全适合研究项目时，应改进后使用。170 

例如，经早期（如 II 期）临床试验数据分析，所用量表不满171 

足研究所需的信度和/或效度，则在 III 期开展之前需对量表172 

进行改进或研发新的量表，以确保 III 期试验所用量表具有173 

足够的信度和效度。 174 

四、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选择与评价 175 

量表作为 PRO 测量工具应具有良好的度量性能，应既可176 

靠又有效。正确选择适用于拟开展的研究项目的用于 PRO 测177 

量的量表甚为关键，结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建议重点关注178 

以下要点： 179 

1. 量表的适用性：考察量表的构建，关注其整体概念是否180 

满足量表研发的目的和符合适用人群，研究目标人群应与原181 

研量表的适用人群一致。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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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文件或系统：是否有规范的量表相关文件或系统，183 

包括但不限于说明文件（特别是量表得分的解释）、用户使184 

用手册、数据收集的标准格式、重要的参考数据（用于设计185 

时的样本量估计）等。 186 

3. 研制过程：量表的使用目的是否明确定义，研制过程是187 

否严格规范，量表的结构（维度和条目及其赋权）是否合理，188 

发表的结果是否详尽。 189 

4. 权威性：研发成果是否在同行评议期刊公开发布，是否190 

得到较广泛的引用和应用，是否被指南推荐。 191 

5. 语言和文化：量表的有效性验证是否考虑了不同的教192 

育、文化和种族背景；新的语种版本是否经过规范的翻译和193 

回译以及验证。经翻译和/或文化调适后的量表其度量性能应194 

与原研量表相近。 195 

6. 验证：是否通过足够大的样本量进行验证，条目设计和196 

赋值是否合理，是否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 197 

7. 可行性：量表在使用时的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过198 

程的可操作性、使用多个量表时的条目重叠问题等。患者的199 

应答负担过重可以导致缺失和拒绝应答现象增多，降低 PRO200 

数据的质量。增加患者应答负担的因素包括：量表内容太多，201 

内容重复性高，同时选择多个量表且其中某个/些量表意义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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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表界面设计不便阅读，条目涉及不便回答的隐私，条203 

目设计的不合理等。 204 

五、 临床研究中使用患者报告结局的考虑 205 

（一） 估计目标框架 206 

ICH E9 (R1)中提出的估计目标框架构建的准则和方法207 

对于以 PRO 为试验终点的临床研究同样适用。估计目标框208 

架需在方案中明确定义。 209 

（二） 选择患者报告结局作为临床研究终点 210 

临床研究如未选择已有公认的客观指标，而选择患者报211 

告结局作为主要终点应说明理由及依据。将患者报告结局设212 

为临床研究中的主要终点或次要终点应结合目标适应症的213 

疾病机制、药物作用机理及临床定位等因素综合考虑。对于214 

将 PRO 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终点，应注意以下问题：①需要215 

有充分的依据，且与研究目的相一致；②如未能采用双盲设216 

计，会产生较大的主观评价偏倚风险，应极为慎重；③观察217 

期应足够长以体现 PRO 具有临床意义的变化；④应控制整218 

体 I 类错误；⑤样本量确定应充分考虑差异的预期至少应具219 

有临床意义。建议与监管部门在试验设计阶段进行沟通。 220 

选择的患者报告结局应能反映出患者对药物作用的感221 

受，药物作用不仅限于有效性，也可为安全性或生存质量的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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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合理选择患者报告结局有助于让研究更好地反映患者223 

体验，使药物研发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224 

（三） 研究方案和研究报告中有关量表的阐述 225 

使用量表测量的患者报告结局作为关键指标时，应在研226 

究方案中对其进行说明，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和使用量表的227 

合理性；必要时简要介绍量表的研发和应用情况，特别是针228 

对某些应用较少的量表；量表度量性能的评价方法和指标；229 

量表数据的采集与质量控制；量表数据的分析方法；量表使230 

用的详细说明和培训计划等。 231 

临床研究报告中应包括但不限于：量表数据的收集情况232 

（有效应答、缺失等）；报告所使用量表的度量性能（如信233 

度、效度），并与原研量表比较，当差别比较大时，应分析234 

具体原因和评价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量表数据的详尽分235 

析结果以及相应的合理解释。 236 

（四） 量表的有效应答 237 

患者在填报量表时可能会出现缺失、消极应答（如在 5238 

级 Likert 条目的应答中固定勾选某一级）等现象，从而使得239 

量表的数据失真，因此，量表的使用都应设定有效应答的标240 

准，并在量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例如，某量表规定超过 15%241 

的条目未应答，或所有条目都勾选某一级（如“非常满意”）242 

被视为该研究对象的无效应答。在研究方案和统计分析计划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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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详细阐明判断有效应答的标准并阐述理由。如果最终244 

判断为无效应答则与无应答一样视为缺失值处理。有些情况245 

下，除了考虑整个量表是否有效应答外，量表的某一维度可246 

能被视为关键变量，此时可能会对维度的应答是否有效事先247 

做出规定。 248 

（五） 缺失数据 249 

PRO 数据特别是量表测量的数据，出现缺失较为常见。250 

因此，研究的实施过程中加强质量控制，尽可能减少缺失十251 

分必要。对于提前停止用药的患者，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252 

下继续收集 PRO 数据以减少信息的丢失。对于多维度量表253 

中的条目数据，通常会采用填补方法，具体方法优先采用原254 

研量表说明书提供的方法，其次采用文献报道中的主流方法，255 

再次通过当前研究数据的探索性分析确定（通常在探索性研256 

究中完成）。某些情况下，有可能采用医生评估和患者自评257 

两种量表，如某研究同时采用医生评估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58 

和患者自评的患者全局改善量表，此时，如果不是两种量表259 

出现相同的缺失，用其中的一种量表的观测数据估计另一种260 

量表的缺失数据或许是更可取的填补方法。如果不做填补，261 

除了缺失太多被视为无效应答外，需要根据原研量表的规定262 

或事先在方案中定义当条目的分值缺失时的规则处理整个263 

量表和各维度的分值。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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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多重性问题 265 

当 PRO 被列为主要终点之一或关键次要终点时，会涉266 

及多重性问题，其一般处理原则参见《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267 

问题指导原则》。申办者需要在临床研究方案和统计分析计268 

划中事先规定针对多重性问题所采用的决策策略和多重性269 

调整方法。PRO 使用的量表通常包括多个维度，如果其中某270 

个或某几个维度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并在方案中被列为关键271 

次要指标（申报方拟在说明书中声称该特定获益），亦会涉272 

及多重性问题，设计时需考虑整体 I 类错误的控制。 273 

由于量表的多维度和多条目特性，除了侧重于量表整体274 

得分的分析外，各个维度和条目的分析也是必要的，从广义275 

上讲是涉及多重性问题的，但只要它们未被列为主要终点或276 

关键次要终点、或者不在说明书中声称特定的获益，无需进277 

行多重性调整。 278 

（七） 结果的解释 279 

基于量表的 PRO 的结果解释与其它用来评估治疗获益280 

的终点指标相同，阳性结果需同时具有临床意义和统计意义。 281 

最小临床意义差别（minimum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282 

MCID)通常用于界定临床意义的阈值，例如，使用 10 分制视283 

觉模拟疼痛量表测量疼痛程度时，干预前后平均分值下降多284 

少才有临床意义，或较基线平均下降分两组的差值大于多少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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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临床意义。在确定 MCID 时，应首选相关指南、专家共286 

识等公认的标准；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则需与监管机构及287 

时沟通交流并达成共识，统计方法可能为其提供一定的依据。 288 

采用统计方法估计 MCID，常用的有基于分布的方法和289 

基于锚定的方法。基于分布的方法较为简单，有文献报道可290 

以将 0.2、0.5、0.8 分别对应低、中、高效应量进行划分，在291 

不同的研究中选择 0.2、1/3 或 0.5 的效应量为阈值。该方法292 

的主要缺陷是未考虑患者的观点。基于锚定的方法是根据患293 

者对临床意义的感受设置一个外部的全局性指标（如无改善、294 

轻微改善、显著改善），然后看对应的量表分值的变化量。295 

通常，全局性指标（等级变量）与量表分值变化量的相关系296 

数至少达到 0.3 以上才有意义，有研究认为相关系数 0.3 为297 

低度相关，0.5 为高度相关。估计 MCID 还有其它统计方法，298 

如基于混合线性模型的方法等，可进一步参阅相关文献。 299 

（八） PRO/ePRO 的质量控制 300 

应保证研究实施过程中不同研究中心、患者、观察者数301 

据采集的一致性，从而提升临床研究质量。 在方案中至少需302 

要明确但不限于： 303 

• 建立质量控制标准操作规程； 304 

• PRO/ePRO 数据采集的时间点和实施顺序；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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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相关人员使用 PRO/ePRO 测量工具的培训和指导，306 

包括判断量表完整性的方法和标准，数据填写、存储、传输307 

的时间和方式等，使之充分理解使用量表的目的、说明书中308 

的具体内容以及在量表数据收集过程的质量控制环节； 309 

• PRO/ePRO 的数据管理计划。 310 

另外，使用 PRO/ePRO 的临床研究需要更持续主动地现311 

场监查，保证 PRO/ePRO 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312 

（九） 真实世界研究中 PRO/ePRO 的使用 313 

真实世界研究中，PRO/ePRO 的使用通常限于前瞻性研314 

究，如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或实效临床试验。采集的 PRO/ePRO315 

数据管理或治理的具体方法参见《真实世界数据用于支持药316 

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 317 

六、 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318 

（一） ePRO 测量 319 

与纸质 PRO 相比，ePRO 在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完整性、320 

高效性、实时性、灵活性、依从性、安全性和患者隐私保护321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ePRO 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某些患者可322 

能会在操作电子设备方面遇到困难，特别是年老、年幼、以323 

及因疾病限制了动手操作能力的患者人群。 324 

目前 ePRO 数据的采集大致有基于电话的交互式语音应325 

答系统和基于屏幕的报告系统两种类型。基于电话的交互式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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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应答系统以自动呼叫为特色，运用预先录制的问题以及327 

回答选项脚本，并允许患者使用按键记录应答，数据直接存328 

储到中央数据库。基于屏幕的报告系统可安装在患者自己的329 

电子设备上，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甚至是可穿330 

戴医疗设备，又称为自带设备，病人可访问设备上的网站或331 

软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答案并被记录保存。 332 

ePRO 系统可与电子病历系统或电子数据采集系统对接，333 

形成个体水平的完整数据流；其时间记录功能可有效防止和334 

识别应答回填或提前应答等影响数据可靠性的行为；其远程335 

监控功能有助于研究者、数据管理人员实时进行在线数据管336 

理和远程数据监测，对有疑问的数据进行质疑标注，及时对337 

受试者进行回访。 338 

（二） 使用 ePRO 的一般考虑 339 

以药物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中，ePRO测量工具及数据340 

采集和数据管理等，应遵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电子数341 

据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治理相关指导原则的基本要求。 342 

基于网络化平台的ePRO测量方式不同于纸质PRO测量343 

工具，其数据通常上传至在线数据收集中心，供用户综合管344 

理，实现数据存储、监查和导出。因此，为确保研究者具备345 

电子源数据维护和保存权限，研究机构有原始文档支持，以346 

供申办者稽查及监管部门核查，使用ePRO测量工具应遵循以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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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则： 348 

1. 研究者应具有维护和确认 ePRO 源数据准确性、真实349 

性的管理权限。研究者通过稽查轨迹捕捉 ePRO 数据通过测350 

量设备上传后任何数据变化和修改，避免申办者或第三方机351 

构独自控制原始 ePRO 数据的采集/管理系统。 352 

2. 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和访问控制机制。采用加密技术保353 

证数据在收集、提取、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保密性、354 

可追溯性，防止任何个人或机构修改原始数据，删除患者报355 

告的不良事件、高危预警等数据，建立相对应的访问控制机356 

制，避免计划外揭盲风险。 357 

3. 数据备份。避免试验过程中存在数据损坏或丢失、无358 

法对源数据进行重建或验证的风险。 359 

4. 数据保存。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应保存有电子源数据或360 

电子文档，使监管部门核查人员可以在临床研究现场检查、361 

核实和复制原始数据。 362 

如果经对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ePRO量表度量性能与原363 

研量表有较大差距，应考虑ePRO量表在实施中存在的潜在问364 

题，并予以纠正。此外，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ePRO测量工具，365 

通过计算机自适应测试技术，根据前项条目的答案选择后项366 

条目，可在保障测量精度的同时减少条目数量，降低患者应367 

答负担，申办方使用此类ePRO测量工具，需提交概念性框架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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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条目库设计筛选流程、程序构建规则以及结果分析解369 

读等相关资料。 370 

七、 与审评机构的沟通交流 371 

当申请人计划采用PRO/ePRO作为确证性研究主要或关372 

键次要终点时，应与监管机构及时沟通。沟通的问题包括但373 

不限于目标适应症疾病背景、选择PRO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374 

研究终点的理由及依据、研究设计类型、PRO/ePRO改进和/375 

或文化调适（如有）依据、信度与效度验证、最小临床意义376 

差别及依据、实施方面的质量控制等问题。进行沟通前，申377 

请人应该向监管机构预先提供包含PRO/ePRO统计分析考虑378 

的试验方案和PRO/ePRO的相关资料。在试验过程中，如果因379 

为更改PRO/ePRO而使临床试验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应与监380 

管机构及时沟通。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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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词汇表 462 

标准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又称校标效度，指研发的PRO463 

量表的评分与已知所谓“金标准”量表对同一概念的度量的相464 

关程度。大多数PRO量表因无金标准而无法衡量其标准效度。 465 

测量工具 (Instrument)：一种获取数据以及支持其使用的所466 

有信息和文档的工具（如量表），通常包括实施方面的详尽指467 

引、数据收集的标准格式、用以说明计分和分析方法以及目468 

标疾病人群的结果解释的规范文件等。 469 

代理报告结局 (Proxy-reported Outcome)：一种基于代理报470 

告人的测量，而不是患者自己报告的结果。代理报告不等同471 

于医生报告和观察者报告，代理人的报告可能基于其观察结472 

果解读或增加个人观点。不鼓励使用代理报告结局度量只有473 

患者自己才能感受的症状。 474 

度量性能 (Measurement Properties)：所有与PRO量表应用475 

相关的属性，包括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信度等。  476 

概念 (Concept)：又称感兴趣的概念（concept of interest, COI）。477 

在监管层面，概念是PRO量表所捕捉或反映的个体在临床、478 

生物、生理、功能的状态或体验。在PRO层面，概念代表了479 

患者对其健康状况或治疗相关的功能或感觉。 480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 PRO）：为任何来481 

自患者直接报告且不被他人修改或解读的对自身疾病和相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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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治疗感受的评估结局。 483 

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 （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484 

PFDD）: 指一套系统的方法，在药物全生命周期中，该法有485 

助于确保患者的体验、观点、需求和优先顺序能够被捕获并486 

有效地融入到药物的研发和评估中。 487 

回忆期限 (Recall Period)：患者在应答当时距所要回答的 488 

PRO 条目或问题的时间。回忆可以是瞬间的(实时的)，或前489 

一段时间的追溯。回忆期不宜太长，如一般不超过一周。 490 

检测变化的能力 (Ability to Detect Change）：测量工具检测491 

PRO测量得分随测量条件（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不同干预、492 

不同人群等）变化而呈现差异的能力。  493 

结构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又称构建效度，指由观测数494 

据所呈现的PRO量表的条目、维度和所要表达的概念之间的495 

结构关系是否与量表研发的理论构想相符。 496 

Cronbach α系数：用于评价量表内在一致性的信度指标。 497 

量表的概念性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 Scale)：基498 

于既往研究（文献）、专家知识和经验以及必要的调研所构499 

建的量表的维度和条目的框架。维度的数量和命名依据对研500 

究内容的理解设定，每个维度下的条目数和条目内容用以体501 

现其所属维度的内涵和重要程度（例如，每个条目等权时，502 

维度下的条目数量就体现了维度的重要性）。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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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基于专家知识的定性研究，验504 

证量表是否能够测定其所希望测定的内容。 505 

生存质量 (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命质量，生活质量，506 

用于评估生活各个方面所体现的整体健康状况。 507 

条目 (Item)：某一问题、陈述或任务（以及标准化的应答选508 

项），被用于患者对特定概念的评估。 509 

调适 (Adaptation)：基于种族间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考虑对量510 

表进行的任何更改。调适不会改变PRO量表的结构，但会调511 

整小部分内容以适用于另一种模式、语言或人群。调适研究512 

是为了验证PRO量表在新环境或新语言下的度量性能。 513 

维度 (Domains/Dimensions/Factors)：构成量表的第一级结514 

构（二级结构量表）或第一和第二级结构（三级结构量表），515 

用于表达组成量表的某一方面内容（概念）。一个维度由一个516 

或多个条目构成。 517 

效度 (Validity)：指测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想要测量的内518 

容，用于评价PRO量表的有效性。 519 

信度 (Reliability)：指在相似条件下所获得的测量结果的一520 

致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评价PRO量表的可靠性。 521 

I类错误 (Type I Error）：指原假设（或称无效假设）正确但522 

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的错误，相当于把实际上无效的药物523 

经统计推断得出有效结论的错误。其概率需控制在某一水平，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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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平称为检验水准，或称显著性水准，用α表示。 525 

医生报告结局 (Clinician-reported Outcome，ClinRO)：由医526 

生基于对患者的观察所报告的观测结果。 527 

症状 (Symptom)：只能由患者察觉和感知的疾病、健康状况528 

或治疗效果的任何主观证据。 529 

治疗获益 (Treatment Benefit)：治疗对患者生存、感觉或功530 

能的影响。治疗获益可以通过有效性或安全优势来证明。例531 

如，治疗效果可通过症状进展方面的改善或延缓来测量，也532 

可通过减少或延缓治疗相关毒性来测量。不能直接获取治疗533 

对患者生存、感觉或功能的效果的测量是治疗获益的替代测534 

量。 535 

终点 (Endpoint)：符合临床试验的目标、设计和数据分析的536 

测量指标，用于治疗组间的统计学比较。例如，治疗某种疼537 

痛的临床试验，治疗结束时相对基线的疼痛评分该变量。 538 

最小临床意义差别 (Minimum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 539 

MCID)：通常用于界定临床意义的阈值，例如，使用10分制540 

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测量疼痛程度时，干预前后平均541 

分值下降多少才有临床意义，或较基线平均下降分两组的差542 

值大于多少才有临床意义。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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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中英文词汇对照 544 

中文 英文 

标准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 

测量工具 Instrument 

测试者间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测试者内信度 Intra-rater Reliability 

重测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代理报告结局 Proxy-reported Outcome 

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Electronic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ePRO) 

电子数据采集 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 

度量性能 Measurement Properties 

概念性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 

患者自评的患者全局改

善量表 

Patient Global Impression of 

Improvement (PGIIMP) 

回忆期限 Recall Period 

量表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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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简化版口腔干燥量表 
Summated Xerostomia Inventory, 

SXI 

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Systems (IVRS) 

基于屏幕的报告系统 Screen-based Reporting Devices 

基于锚定的方法 Anchor-based Method 

检测变化的能力 Ability to Detect Change 

结构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内部一致性信度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内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生存质量 Quality of Life 

视觉模拟标度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条目 Items 

条目池 Item Pool 

调试 Adaptation 

维度 Domains/Dimensions/Factors 

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效应量 Effect Size 

效度 Validity 

信度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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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医生报告结局 
Clinician-reported Outcome 

(ClinRO) 

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

发 

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 

(PFDD) 

应答负担 Respondent Burden 

组内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I 类错误 Type I Error 

终点 Endpoint  

症状 Symptom 

重度抑郁症症状量表 
Symptom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Scale (SMDDS) 

治疗获益 Treatment Benefit 

自带设备 Bring-Your-Own-Device (BYOD) 

最小临床意义差别 
Minimum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 (MCID)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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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临床结局是评价药物治疗获益和与风险的核心依据，如何准确、可靠、

完整地观测临床结局至关重要。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是临床结局的形式之一，在药物注册临床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使用，并日益受到重视。为指导以药品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包括临床

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合理使用 PRO 数据作为终点指标支持药品审评决

策，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

导原则》，旨在阐明 PRO 的定义以及在药物注册研究中的适用范围，PRO

测量特别是量表研发和使用的一般原则，PRO 数据采集的质量控制，PRO

数据分析和解释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与监管部门的沟通等，为申办者提

供药物注册研究中合理使用 PRO 数据的指引。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小组基于药审中心与南方医科大学战略合作建立

的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由学术界、制药工业界和监管机构代表共同组成，

保证了本指导原则高效、高质量完成。 

本指导原则自 2021 年 3 月正式启动，分别于 2021 年 3 月和 5 月召

开两次专家研讨会，对指导原则初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并经药审

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与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参与制订本指导原则的专家名单见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三、起草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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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PFDD）

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在药物全生命周期中捕获患者体验数据并将其

有效地融入到药物的研发和评估中日益受到重视，而 PRO 也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及美国药品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系列使用 PRO 或

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数据支持医疗产品注册审评的指导原则，在充分借鉴

国际监管机构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本指导原则旨在阐明 PRO 应用的规

范化和重要性。 

四、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如下： 

（一）引言 

主要阐述了本指导原则制定的背景、目的和适用范围。 

（二）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 

主要阐明了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及相关说明。 

（三）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翻译、改进 

本指导原则梳理介绍了量表的研发过程、翻译、改进与选择过程及主

要内容，以期为药物研发时选择合适测量量表提供思路。该部分内容涵盖

评价概念性框架的适用性主要基于其度量性能，包括信度和效度，并给出

验证概念性框架的过程。 

（四）基于量表的患者报告结局的选择与评价 

量表作为 PRO 测量工具应具有良好的度量性能，应既可靠又有效。

正确选择适用于拟开展研究目的用于 PRO 测量的量表甚为关键，结合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指导原则给出了相应的关注要点。 

（五）使用患者报告结局的考虑 

指导原则介绍了使用患者报告结局的考虑，包括选择患者报告结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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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临床研究终点、研究方案和研究报告中有关量表的阐述、估计目标框架、

量表的有效应答、缺失数据、多重性问题、结果的解释、PRO/ePRO 的质

量控制、量表与问卷的区别、真实世界研究中 PRO/ePRO 的使用和量表的

授权许可等，ICH E9 (R1)中提出的估计目标框架构建的准则和方法对于

以 PRO 为试验终点的临床研究同样适用。指导原则介绍了使用估计目标

框架的主要考虑要点。 

（六）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采用电子化手段采集 PRO 数据逐渐成为主流

趋势，指导原则介绍了 ePRO数据的采集常见类型和优势，并给出了使用

ePRO的一般考虑。 

（七）与审评机构的沟通交流 

为保证申请人和监管机构在 PRO/ePRO 作为确证性研究主要终点或

关键次要终点时达成一致，鼓励申请人与监管机构及时沟通交流。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以药品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真

实世界研究，并使用 PRO 数据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终点支持药品审评决

策。本指导原则基于现有认知水平制定，需根据科学发展不断完善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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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与制订《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究中应用的指导原则》

的专家名单 

 

主要执笔人: 陈平雁、王骏、欧春泉、赵骏 

外部专家：晁博、严平 

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陈平雁、王骏、狄佳宁 

（其余按姓氏笔划顺序）： 

王武保、王秋珍、王勇、尹平、田正隆、闫波、李康、何崑、陈刚、

陈杰、陈峰、欧春泉、赵耐青、贺佳、郭翔、谭铭 

学术秘书：吴莹，段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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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0a5285fc64a0727a43ff59775ed9edc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是化学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支持药物临床安全有效剂量

探索、确定给药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药审中心曾于 2005 年发布《化学药物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涉及

该内容，距今已有 16 年，相关技术要求已无法充分满足目前创新药研发的需要。为规范创新药物的研发和评价，进一步指

导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

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王玉珠；贺锐锐 

       联系方式：wangyzh@cde.org.cn；herr@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 1 ：《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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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7d7b9c238bbc6213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6f4d49943bc456ae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b957414410d3a144
http://www.cde.org.cn/attachmentout.do?mothed=list&id=948cf43cdff338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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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4 

药代动力学研究旨在阐明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5 

谢和排泄的动态变化及其规律。创新药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6 

有助于全面认识人体对药物的处置过程，是推进创新药临床7 

研究和制定临床合理用药方案的重要依据。 8 

本指导原则旨在对创新药临床研发起始阶段的以经典9 

药代动力学方法开展的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10 

学研究给出建议。 11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随12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更新与13 

完善。在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应同时参考其他已发布的相14 

关技术指导原则。 15 

二、总体考虑 16 

单次给药剂量递增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17 

（Pharmacokinetics，PK）研究以及药物代谢产物 PK 研究18 

是创新药临床起始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为后续临床研究19 

的剂量和给药方式的确定等提供重要依据。一般认为，PK20 

研究应在较宽剂量范围内进行，以充分了解剂量-暴露关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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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 22 

单次给药剂量递增 PK研究的目的包括了解药物在人体23 

内的 PK 行为、获得药物在人体内单次给药的 PK 参数、探24 

索剂量-暴露比例关系等。 25 

应谨慎选择研究药物剂量，保障受试者安全。一般认为，26 

应根据预期与人类最相关的动物种属的体外、体内药代及毒27 

代研究的结果，进行人类暴露量的预测并换算成相应的人体28 

剂量。在计算起始剂量、剂量递增和最高递增剂量时，应考29 

虑所有可用的非临床信息、前期临床研究数据以及类似作用30 

机制药物的相关信息。应特别注意预估人体起始剂量的暴露31 

量以及剂量递增至预设最高剂量时的暴露量。PK 研究的首32 

个剂量通常等于或大于首次人体研究的起始剂量，以预先设33 

定的剂量递增规则进行递增，直至达到最大耐受剂量或预先34 

设定的最高剂量。 35 

单次给药剂量递增 PK研究的剂量与单次给药剂量递增36 

耐受性研究的剂量可以相同，有时也可以不同。耐受性研究37 

剂量设计首要考虑安全性，而单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的38 

剂量设计通常考虑探索具有药理学活性暴露量水平的剂量39 

范围。根据非临床研究结果，可将预估药理学活性剂量40 

（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dose， PAD）和 /或治疗剂量41 

（anticipated therapeutic dose，ATD）范围作为设置 PK 研究42 

范围的参考。无法准确预估 PAD 和 ATD 时，耐受性研究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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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剂量组都需进行 PK 评价。 44 

（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  45 

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在单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46 

究的基础上开展，其目的包括研究连续多次给药 PK 行为，47 

了解药物蓄积、波动等体内特征，为后续临床研究给药方案48 

包括给药剂量、给药间隔和给药持续时间的制定等提供依据。 49 

在设计不同的给药间隔和给药持续时间时，应考虑目标50 

适应症特点、研究药物的非临床研究数据以及前期已完成的51 

单次给药的研究数据等。同时应关注预期浓度范围内剂量-52 

暴露比例关系特征、消除半衰期、药效持续时间、蓄积情况53 

等。 54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的最大55 

预期暴露量（Cmax,ss 和 AUCss）通常不应超过已完成的单次56 

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的最大暴露量。如果多次给药研究数57 

据显示安全性良好，且需要继续探索有效剂量范围时，在不58 

超过单次给药方案预先规定但未达到设定的最大暴露水平59 

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探索更高的暴露水平，同时关注安全性60 

问题。 61 

（三）代谢产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62 

根据非临床 PK 研究结果，如果药物主要以代谢方式消63 

除，其代谢物可能具有明显的药理活性或毒性作用，或作为64 

酶抑制剂而使药物的作用时间延长或作用增强，或通过竞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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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和组织的结合部位而影响药物的处置过程，则代谢物的66 

PK 特征可能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存在上述情67 

形的药物，在临床研发起始阶段进行原形药物单次给药、多68 

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时，应考虑同时进行预期系统暴露69 

较高的主要代谢物的 PK 研究，以了解代谢物在体内的 PK70 

行为、确定是否存在可能影响临床用药的活性代谢产物等。71 

此外，开展代谢产物的 PK 研究有利于了解药物在人体内的72 

生物转化特征，为后期是否需要开展物质平衡研究提供必要73 

数据。 74 

（四）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研究 75 

基于早期生物标志物的暴露-效应关系研究和分析可以76 

指导后期临床研究的给药方案的选择和优化。建议在适合条77 

件下比如采用患者开展研究或健康受试者体内可以反映生78 

物标志物的变化时，尽可能在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79 

研究中即注重收集药效学（Pharmacodynamics, PD）指标数80 

据，有助于尽早建立创新药的剂量-暴露-效应关系，为后期81 

临床研究的剂量选择提供依据。 82 

三、研究设计 83 

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研究设计应能实现信息获84 

取的最优化，尽量避免将受试者暴露于无意义的研究剂量下，85 

同时还应基于受试者安全保护考虑优化研究设计，避免不必86 

要的风险暴露。研究设计应重点考虑：受试者选择标准；给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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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途径；首个剂量、最大剂量/暴露量、剂量递增方式；最88 

长给药持续时间、给药速度/频率；同一个剂量组中受试者89 

给药间隔时间；进入下一个剂量组或下一项研究前需要评估90 

的内容；风险控制计划，包括提前中止研究的标准；每个剂91 

量组的样本量；多次给药的蓄积情况；安全性和/或药效作92 

用的评估指标、评估方法和评估频率；研究中心个数等。 93 

（一）受试人群 94 

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受试人群。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95 

增 PK 研究一般选择健康成年受试者；为了及早探索药物的96 

疗效，获得 PK/PD 相关性，为后续研究提供关键依据，有97 

时可选择患者。当基于安全性及伦理学考虑（如抗肿瘤药物）98 

不能入选健康受试者，或其他无必要在健康受试者中开展研99 

究时，应在患者中开展 PK 研究。受试人群应具有拟定适应100 

症人群的一般特征。 101 

在决定采用健康受试者或是患者进行研究时，应考虑的102 

特定临床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03 

•可预估的药物相关毒性 /风险是否支持纳入健康受试104 

者； 105 

•健康受试者和目标患者中靶标的差异性； 106 

•患者可能有更高的 PK、PD 或安全性变异； 107 

•目标患者群体与健康受试者之间在 PK、PD 方面的潜108 

在差异；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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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试者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或吸毒等）可能相110 

关的相互作用； 111 

•患者使用可能影响 PK 行为、产生不良反应和/或难以112 

解释结果的伴随用药； 113 

•患者从其他药物或干预措施中存在获益的可能性； 114 

•研究药物的预期治疗窗口； 115 

•与人群特征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基116 

因型、肝肾功能损伤、伴随用药等。 117 

涉及健康受试者的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应考虑一系列118 

生命体征（包括 ECG）、实验室检查和临床观察和评估等，119 

通常这些指标均应在正常范围内或虽异常但无临床意义。 120 

（二）样本量 121 

研究的样本量与 PK和 PD参数的变异及研究目的相关。122 

样本量的大小也将影响获得的 PK 和 PD 参数的准确性。每123 

剂量组的样本量应预先定义，并在研究方案中具体阐述设计124 

依据。 125 

PK 和 PD 参数的变异主要来源于药物自身因素、受试126 

者因素（基因多态性、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生理情况、病127 

理因素）、临床研究的质量控制、研究指标的测试等。对于128 

变异较高的药物，可能需要增加样本量。 129 

同时还应考虑研究设计（如单次给药或多次给药）、受130 

试者脱落率、研究中心的个数以及每个研究中心纳入受试者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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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等。 132 

（三）剂量选择 133 

剂量选择可以结合耐受性研究的剂量设计综合考虑。 134 

健康受试者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中，应在135 

方案中规定临床研究的剂量递增标准，明确相邻剂量组之间136 

剂量/暴露量的最大增加倍数，以及将要评估的最大组数。137 

剂量选择应考虑预估的暴露量、潜在不良反应、潜在 PD 效138 

应。相邻剂量组的剂量增量应以非临床研究中确定的剂量/139 

暴露-毒性或剂量/暴露-效应关系为指导，考虑剂量/暴露-毒140 

性或剂量 /暴露-效应曲线的陡度和这些关系预估的不确定141 

性。 142 

如果研究中出现新的临床数据显示与非临床或模型模143 

拟数据有实质性差异，则可能需要调整计划的剂量水平。计144 

划剂量水平的变化应考虑剂量-效应曲线的陡度或靶标饱和145 

度等方面的因素。如果已获得的数据表明暴露水平已达平台146 

期，则在确定剂量递增步骤（以及多次给药部分给药频率）147 

时应考虑这一点。对于剂量-暴露量可能超线性增加的药物，148 

应注意控制剂量递增比例，尤其是在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149 

增 PK 研究的后期，以保障受试者安全。 150 

一般来说，根据非临床研究和前期人体研究，每个研究151 

有一个预先规定的预估最大暴露量水平，并在方案中明确定152 

义。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方案中预设的最大暴露水平。应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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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有可用的非临床和临床数据，来证明最大暴露量的合154 

理性。适当时，还应考虑靶标饱和度，预估达到完全抑制或155 

激活靶标的情况下的最大暴露量。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无法156 

充分检测暴露量的研究中，有必要预设最大剂量。通常，健157 

康受试者的最大暴露量应在估计的人体有效剂量范围内。在158 

包括患者在内的研究部分，如果前期已确定最大耐受剂量159 

（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如适用），不得超过最160 

大耐受剂量。在定义剂量范围时，应始终考虑潜在的治疗/161 

临床相关剂量（暴露量）和预期的获益/风险平衡。 162 

药物代谢产物 PK研究一般在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163 

PK 研究中的一个或多个剂量组中同时开展，以阐明药物代164 

谢产物的剂量-暴露关系、蓄积情况等。 165 

（四）采样设计 166 

根据药物和制剂特性确定样品采集时间。应科学恰当地167 

设定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括吸收、分布、消除相，且能完168 

整描述药物在人体内的 PK 特征和 PK 参数。一般在吸收相169 

至少需要 2~3 个采样点，峰浓度附近至少需要 3 个采样点，170 

消除相至少需要 3~5个采样点。一般不少于 11~12个采样点。171 

应有 3～5 个消除半衰期的时间，或采样持续到血药浓度为172 

Cmax 的 1/20～1/10。 173 

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研究还应至少采集连续 3个谷浓174 

度数据，以确定是否达稳态。达稳态浓度后，在最后 1 次给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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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采集一系列血样，包括各时相（同单次给药），以获176 

得稳态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177 

如果同时收集尿液/粪便样品时，则应收集用药前尿液/178 

粪便样品及用药后不同时间段的尿液/粪便样品。取样点的179 

确定可参考动物 PK 研究中药物排泄过程的特点，应包含开180 

始排泄、排泄高峰及排泄基本结束的全过程。研究设计应考181 

虑避免饮食、时辰以及其它因素的干扰。 182 

鼓励在 PK 研究中检测 PD 指标，有助于同时考察 PK183 

指标和 PD 指标，建立创新药的暴露-效应关系，为探索目184 

标剂量和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性等提供科学合理的用法用185 

量依据。在需要测定 PD 指标时，应根据生理和病理情况设186 

计适当的采集点，尽量覆盖暴露-效应曲线的各个阶段。 187 

此外，PK 研究还有可能基于研究目的采集其他体内样188 

本，包括但不限于动脉血液、唾液、脑脊液、肺泡灌洗液、189 

角质层、皮肤微透析取样、伤口渗液等。鉴于这些取样方法190 

的特殊性，研究前应建立标准化的取样流程（包括取样设备191 

/器材），确保取样的一致性，并在研究方案中具体规定采样192 

过程和采样时间点。 193 

（五）检测物质 194 

PK 研究分析的对象通常为原形药。在代谢物有活性、195 

代谢物水平较高或其影响药物暴露-效应关系等情形下，应196 

根据研究目的对代谢产物进行检测。特别应关注人体代谢物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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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同于非临床动物研究中所确定代谢物的情况。在设计198 

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方案时，还应充分考虑重199 

要代谢物的 PK 特点。 200 

（六）其他考虑  201 

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研究设计应考虑包括但不202 

限于以下因素对药物 PK 的影响：食物、给药方式、年龄、203 

性别、基因多态性、疾病状态、制剂、伴随用药等。 204 

1. 食物因素 205 

食物可以通过影响胃排空、改变胃肠道蠕动、改变胃液206 

pH 值等方式影响药物吸收的速率与程度。部分食物中含有207 

酶抑制剂或诱导剂，可与主要经这类酶代谢的药物产生食物208 

-药物相互作用，尤其当该代谢酶存在基因多态性时，影响209 

可能更为显著。 210 

一般情况下，建议早期 PK 研究采用空腹给药设计。当211 

不宜开展空腹给药时，设计时应尽量减少研究餐对研究结果212 

的影响。 213 

2. 给药方式 214 

临床研究中给药方式的选择主要基于研究药物的理化215 

性质、生物药剂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如注射部位216 

刺激性、溶血实验等）、生物利用度和拟定治疗用途等。不217 

同给药方式药物的 PK 研究考虑有所不同，如不同的注射方218 

式和注射持续时间会影响药物暴露量和耐受性。研究药物如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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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不同的给药途径，如皮下、肌肉、静脉给药等，早期220 

PK 研究中应考察不同给药途径对 PK 和/或 PD 的影响。 221 

局部给药全身吸收较少的药物，系统暴露量与疗效可能222 

不存在量效关系，但可能与安全性相关。其 PK 研究除探索223 

靶部位的 PK 特征之外，还应考察体循环中 PK 行为，基于224 

系统暴露量评价安全性，探索其与药物体内暴露量的相关性。 225 

3. 年龄因素 226 

选择受试者人群时，应考虑到不同年龄人群的生理因素227 

对 PK 行为的影响。如果药物的适应症主要适用于某一年龄228 

段人群，如绝经期女性，PK 研究时应涵盖该年龄段的人群。229 

以下以老年人群和儿科人群为例，阐述年龄因素可能导致的230 

PK 行为不同的生理学原因和研究设计考虑。 231 

老年人由于胃酸分泌减少，消化道运动机能减退，消化232 

道血流减慢，体内水分减少，脂肪成分比例增加，血浆蛋白233 

含量减少，肾单位、肾血流量和肾小球滤过率均下降，肝血234 

流量减少，功能性肝细胞减少等因素，导致药物在老年人体235 

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发生相应改变。当所研究的药物236 

适用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时，往往是先获得成年人的 PK信息，237 

当所研究药物具有进一步开发前景时，再补充老年人群的238 

PK 研究。 239 

儿科人群的药物代谢酶、排泄特征及转运体功能特性与240 

成人不同，影响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导致体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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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药物暴露量、代谢物比例、主要代谢途径在儿科人群与成242 

人间，以及儿科人群不同年龄段内可能不同。当需要在儿科243 

群体开展 PK 研究时，往往是已经获得了成年人的 PK 研究244 

数据，在此基础上，估算儿童患者的用药剂量，并开展稀疏245 

点采样的目标适应症患儿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来代替儿科246 

PK 研究。 247 

4. 性别因素 248 

如果研究药物仅适用一种性别时，可以在单一性别中开249 

展 PK 研究，否则 PK 研究需要包括两种性别。 250 

5. 基因多态性因素  251 

如果非临床数据和前期临床研究数据提示人体基因多252 

态性因素可能显著影响 PK 行为，如体外研究数据预测体内253 

单一基因多态酶清除药物的比例> 50%，或前期体内研究中254 

证实了显著的多态性效应（如> 25%原形药物被基因多态酶255 

清除），建议在 PK 研究中考虑基因多态性因素对 PK 行为的256 

影响。 257 

在创新药临床研究早期开展相关研究，可以避免基因多258 

态性导致的活性成分暴露差异所带来的 PK 差异、安全性和259 

疗效问题。可视情况考虑在 PK 研究中对快、中、慢代谢受260 

试者进行分层。确证性临床研究开始前应完成此类研究，并261 

将研究结果纳入确证性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考虑中。 262 

6. 伴随用药的因素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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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患者开展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264 

患者有时合并使用其他药物，此时可能会产生药物相互作用，265 

有可能改变研究药物的体内 PK 行为，在研究设计和数据分266 

析时应考虑这些相关因素。 267 

7. 制剂因素 268 

PK 研究结果与制剂有关，如果后期对早期临床研究所269 

使用的制剂进行了变更，应根据变更情况考虑补充变更后的270 

桥接数据，以便能够合理使用早期临床研究中获得的 PK 研271 

究数据。 272 

8. 疾病状态因素 273 

如果受试人群采用患者人群，应考虑疾病的不同状态对274 

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潜在影响。 275 

四、数据分析 276 

（一）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估算 277 

个体血药浓度-时间数据可以采用非房室模型、房室模278 

型等方法进行 PK 分析，其中非房室模型在密集采样的 PK279 

研究中最常使用。 280 

应有效整合各项研究数据，选择科学合理的数据处理及281 

统计方法。如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应注明所用程序的名称、282 

版本和来源，并对其可靠性进行确认。根据研究中获得的各283 

受试者的血药浓度数据绘制个体受试者的药时曲线及各组284 

受试者的平均药-时曲线，通过计算药物的主要药代动力学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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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全面反映药物在人体内吸收、分布和消除特征。 286 

单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主要 PK 参数有：Tmax（实287 

测值），Cmax（实测值），AUC（0-t），AUC（0-∞），Vd 或 Vd/F，288 

Kel，t1/2，MRT、CL 或 CL/F、尿/粪排泄率（如适用）等。289 

应根据具体情况提供相应 PK 参数的研究结果。 290 

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PK 研究除上述参数外，还包括291 

Css_min、Css_max、Css_av、AUCss 及稳态波动系数（DF）、蓄积292 

因子等。每个 PK 参数应根据数据分布提供算数均值、标准293 

差、变异度、几何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应根据具体情294 

况提供相应 PK 参数的研究结果。 295 

（二）剂量-暴露关系分析 296 

可使用剂量-PK 参数散点图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等方法297 

比较不同剂量组给药时，PK 参数值随剂量的变化规律；考298 

虑到主要的 PK 暴露参数呈现对数正态分布，建议使用幂指299 

数模型（Power Model）等方法对获得的 PK 暴露参数进行300 

剂量-暴露比例关系分析。 301 

（三）多个研究数据的汇总分析 302 

当存在多个临床 PK 研究时，可对这些研究数据进行汇303 

总分析，此时需考虑不同研究的受试人群、给药方案、研究304 

用药剂型、采样设计等设计要素的异同问题。 305 

五、研究报告 306 

研究报告应提供临床研究关键设计考虑如受试人群选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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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样本量、剂量和预估暴露量水平的设置依据。研究报告308 

中应提供受试者个体和平均的血药浓度、药时曲线图（包括309 

半对数图）、PK 参数等，并分析剂量-暴露比例关系。如果310 

研究中采集了 PD 指标，应进行 PK/PD 相关性分析。 311 

在研究数据充分的情况下，可针对以下一个或多个可能312 

影响 PK 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如年龄、性别、种族、体重、313 

肝/肾功能损伤、基因多态性、饮食影响、药物相互作用等。 314 

研究报告应能实现研究目的，能对新药的人体内 PK 特315 

征进行初步总结，分析剂量-暴露比例关系和药物体内蓄积316 

情况，为后续临床研究提供建议。 31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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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化学药创新药的研发和评价，进一步指导临床单

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药品审评中心组织

起草了《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

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经中心内部讨论，并征求专家意

见，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创新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临床单次和多

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是化学创新药早期临床研

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支持药物临床安全有效剂量探索、确定

给药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药监局曾于 2005 年发

布《化学药物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涉及该内

容，距今已有 16 年，相关技术要求已无法充分满足目前创

新药研发的需要。为规范创新药物的研发和评价，进一步指

导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药

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

剂量递增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旨在为创新药的

临床研发提供技术参考。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工作自 2021 年 2 月启动。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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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经充分调研国内外行业现状和相关技术要求后，形成指导

原则初稿。于 2021 年 5 月召开专家改稿会，进行充分讨论，

在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核心工作组多次讨论、部门技

术委员会和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技术要求和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提出化学药创新药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药

代动力学研究的指导性建议，旨在为化学创新药的研发提供

技术参考，主要内容包括前言、总体考虑、研究设计、数据

分析、研究报告，具体如下： 

（一）前言部分：介绍指导原则起草背景和目的，指导

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总体考虑部分：阐述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

增药代动力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及各项内容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部分：阐述临床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

增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具体研究设计考虑，包括受试人群、样

本量、剂量选择、采样设计、检测物质、其他影响因素的考

虑等。 

（四）数据部分：阐述药代动力学的参数估算、剂量-

暴露关系分析、多个研究数据汇总分析的要求。 

（五）研究报告部分：阐述研究报告撰写时应关注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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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治疗及预防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bacc862f68d4780fb5127bf8b23ac8c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为快速推进和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药物的临床研发和评价，为工业界、研发者及监管机构提供技术参考指导,

提高企业研发效率，以更好地满足患者临床用药可及性。我中心起草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治疗及预防新药临床试验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经中心内部讨论和征询专家意见，已形成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赵建中 左书凝 何春俐 

       邮箱： zhaojzh@cde.org.cn；zuoshn@cde.org.cn；hechl@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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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目的和适用范围 

2019年底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由于

有效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临床预防和治疗仍存在困难，新

药的研发也成为临床急需。目前已有众多防治药物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新出现的病种，与以往病

毒性感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临床表现、疾病过

程、对治疗的反应，以及疾病预后均有其特点。因而，药物

临床试验如何结合疾病特点和临床实践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以期在有限的临床资源中，高效地获得科学、规范、可比的

试验结果，成为重要的问题。 

为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药物研发，规范临床试

验设计，特制定本指导原则。本指导原则适用于预防、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品（预防用疫苗和恢

复期血浆治疗除外）。 

本指导原则对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及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药物的临

床试验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一般性的技术指导和参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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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类药物的临床实践和临床试验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本指导原则也会随着这些研究的进展而不断修订和完善，现

阶段仅为基于目前认识及疫情控制需要下的考虑。申请人和

研究者有创新性的设计也可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本指导原则的使用应遵守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并与其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相互参考使用。 

（二）疾病特征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

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在 60-140nm。具有较强的传染

性，人群普遍易感，主要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最常

见的症状为发热和咳嗽，严重者可引起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

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

传播，也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是传染源。此外，目

前全球已报道有多种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的出现，给治疗和

预防带来了更多困难和挑战。 

基于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潜伏期一般 1-14 天，多为 3-

7天。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以嗅觉、味

觉减退或丧失为首发症状，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

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重症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

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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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部分重症、危重症患者病

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

数患者病情危重，多见于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者、晚期

妊娠和围产期女性、肥胖人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无症状感染者（没有临床症状，但

病毒学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统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分型分为：轻型：临床症状轻微，影像

学未见肺炎表现。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

学可见肺炎表现。重型：符合下列任何一条：①出现气促，

呼气频率≥30次/分；②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93%；③

动脉血氧分压（PaO2）/吸氧浓度（FiO2）≤300mmHg；④肺部

影像学显示 24-48小时内病灶明显进展>50%。危重型：符合

下列任何一条：①出现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②出现

休克；③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 ICU监护治疗。 

目前临床上主要为一般支持对症治疗、保证充分热量、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监测血常规和生化指标、监测动脉血气

分析和胸部影像学等，必要时给予有效氧疗措施，重症、危

重症患者需要呼吸、循环支持。 

二、早期临床试验 

早期临床药理学试验的目标是为未来研究推荐剂量探

索范围，包括早期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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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批用于其他嗜肺病毒感染的药物可结合该药对其

他嗜肺病毒的临床前药代药效结果，结合在新冠病毒中的临

床前药效研究数据和在人体中的药代数据，估算其对新冠病

毒的适用剂量。用于非嗜肺病毒的抗病毒药如拟用于新冠病

毒肺炎的开发，不同病毒的体内分布和/或致病机制差异可

能导致抗病毒药的给药途径和剂量不同。 

新化合物的早期临床药理学试验一般以健康志愿者为

对象，应首先进行人体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为尽早在人体内获得药效验证抗病毒机制数据，多剂量给药

试验也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进行，收集药效学数

据。考虑到鉴于病毒感染后的动力学特征，应考虑尽早给药，

并对给药疗程进行探索，药效学指标可包括：由呼吸道采集

的病毒载量、氧合指标、胸部 CT、血和呼吸道样本中的免疫

学指标等，可将临床结局作为探索性指标。试验中监测药效

指标随药物暴露的变化，结合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一般临床

进展特征，确定上述指标的测量时间和次数。 

为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异，可考虑开发联合应用的

抗病毒药物，例如针对病毒不同作用靶点（或结合位点）的

多重抗体组合、不同作用机制的抗病毒药物联合等。原则上

应在分别对单个成分治疗进行概念验证后再进行联合治疗

的探索，并对联合用药方案间进行药物相互作用的分析，对

于特殊品种的特殊情况，鼓励申请人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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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考虑到老年人、儿童、免疫受损人群对病毒感染的反应

可能不同于青壮年成人，将药代药效结果外推至这些特殊人

群时应慎重，必要时可开展特殊人群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或

者在大样本临床试验中进行稀疏药代采样，通过群体药代药

效模型分析人群特征、伴随治疗等协变量对药物暴露和治疗

结局的影响，确定是否需要调整剂量。 

三、探索性临床试验 

探索性临床试验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初步收集新药有效

性和安全性数据，为选择 III期研究人群、给药方案（剂量

和周期），以及确定终点指标提供支持。 

根据新药目标人群定位，选择合适的患者。目前还不清

楚什么暴露参数或药效学应答参数能够更好地预测抗新冠

病毒感染的疗效结果。可以将病毒学指标作为主要终点，临

床转归、影像学变化等为次要终点，这些结果可作为确证性

试验给药方案选择提供的依据。同时，在临床剂量-效应研究

中可以获得暴露-效应研究数据，为不同剂量、剂量方案或剂

型的选择提供信息支持。 

为合理利用临床试验资源、提高研发效率，探索性研究

可灵活设计，具体应与监管机构沟通。 

四、确证性临床试验 

（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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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普通型患者研究目的为评价新药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重型和/或危重型患者研究目的为评价抗病毒药物用于

重型及危重型新冠肺炎，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或减轻肺损伤从

而降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衰竭、多脏器衰竭的发生

和病死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总体设计 

在无法获得阳性药物的情况下，建议采用随机、双盲、

安慰剂平行对照、以公认的背景治疗为基础的优效性比较加

载设计。 

随着随机对照试验等其他信息的出现，预期标准治疗可

能会发生变化。如出现确证有效的药物上市可作为标准治疗，

且拟开发试验药物与标准治疗作用机制相似（如标准治疗与

试验药物均为直接抗病毒药物），可以考虑阳性对照的非劣

效设计。 

疾病大流行期间，结合疫情实际情况，可以采用灵活的

试验设计，例如剂量比较研究、平台研究、适应性设计等，

应在早期与审评机构进行充分沟通。 

建议设立独立数据安全委员会（iDMC）或数据安全监查

委员会（DSMB）。对定期安全性数据和关键疗效终点情况进行

评估，以及是否继续、修改或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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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疾病认识的加深或其他相关信息的出现（如标准

治疗的改变），可能导致方案进行修订，鼓励申办方与监管机

构及时讨论。 

3.试验人群 

试验人群的诊断和分型标准应参照国内外最新临床治

疗指南或共识确定。试验人群选择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影像学有肺炎表现，临床分型为普通型、重型和/或危重型的

患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人群易感，但不同人群对不同作用

机制的药物可能的治疗反应会有所不同，因而普通型患者中

获取的安全有效性特征不能简单外推到重型及危重型患者。

确证性临床试验可以同时考虑在普通型患者和重型/危重型

患者中开展，以验证试验药物对不同严重程度疾病的安全有

效性。重型及危重型患者可以纳入同一试验，但普通型患者

不应与上述两型患者纳入同一试验。对于发病时间较长或病

情较危重（主要病理生理为全身炎症反应引起的脏器损伤）

的患者，研究者需慎重评估抗病毒药物给药的时机及获益预

期，并制定相应的入排标准。 

建议适当纳入具有并发症高风险的人群，例如老年人、

基础患有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

其他合并症的患者，及免疫功能低下者（如 HIV 感染患者、

器官移植受者或接受癌症化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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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人群应是随机入组的，临床试验中应对试验人群按

照性别、年龄、发病窗口期、合并疾病情况、地域等因素进

行规定或分层登记/随机。应规定明确的受试者入选排除标

准。 

鼓励申办方在临床开发过程中早期与监管机构讨论儿

童药物研发，包括成人疗效数据外推的可能性、支持剂量选

择的合适的儿童受试者 PK 研究、儿童受试者批准前安全性

考量推荐样本量。 

4.给药方案及研究周期 

方案中列明试验药和对照药信息，试验药物给药剂量与

给药方法根据疾病特征及药代、药效等前期研究数据决定。 

试验组为基础治疗加载试验药物，对照组为基础治疗加

载安慰剂，研究者可根据规范诊疗方案决定具体的基础治疗

及持续时间。根据研究人群和治疗目标，背景治疗可以为当

地医疗实践中的标准治疗或个体最优的综合治疗，在多中心

研究中申办方需注意到各地背景治疗方案可能存在差异，应

提前调研，尽量保证这种差异不对研究药物评价造成影响，

或基于不同背景治疗进行分层分析。注意药物相互作用，不

建议同时使用同机制抗病毒药物。对合并用药和既往用药进

行登记。对于重型和/或危重型研究，允许挽救治疗，并应在

方案中进行明确定义。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患者考虑多种给药途径，如口服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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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普通型感染患者，而静脉注射制剂更适合不能使用口服

药物的病情较重患者，吸入制剂可能适用全部患者人群。但

应注意同一药物给药途径不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剂量、安

全性和疗效问题。对于吸入制剂，应在已患有肺部疾病的患

者中评价经吸入途径释放的药物的安全性，并进行适当的安

全措施和监查，因为肺部疾病个体患者患重症和吸入性药物

不良反应的风险可能更高。 

伴随使用症状缓解药物（如非甾体解热镇痛药）可能增

加终点评价的难度，如果使用，需在方案中明确规定，给药

需标准化，且应进行用药的监测，以使合并用药所引起的偏

倚减到最小。 

建议制定明确的延长治疗的标准，对于已完成原定疗程

但病情仍存在病毒持续复制证据的，或研究者预计延长治疗

可使受试者临床获益等情况，可酌情考虑延长治疗。 

5.有效性终点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药物临床研究尚无公认的

主要终点，申办方在研发过程中可与审评机构密切沟通。 

（1）普通型受试者研究 

    在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研究中，主要疗效终点

建议为至临床改善/治愈的时间，方案中应事先明确临床改

善/治愈的定义，一般参考当前临床治疗指南，可考虑包括临

床症状、影像学、病原学的联合终点，其中症状、影像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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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评价应标准化，并有确定依据。若选择某一时间点的临

床改善/治愈率，该时间点的确定需有数据支持。 

对于普通型患者，避免发展为重型/危重型也是治疗的

目标之一，因此受试者在病程中转化为重型/危重型的比例

也是临床重点关注内容。在历史数据显示高转化率的地区，

或者在存在疾病进展高危因素的特定人群，也可选择某一时

间点的重型/危重型转化率作为主要疗效终点，但应关注相

应的统计学考虑以及获得有临床意义的研究结果。如在重型

/危重型转化率整体较低的情况下选择该主要终点，可能不

易达到统计学显著。 

需要设定多个次要终点以支持疗效。病毒学终点是重要

的次要终点，包括病毒清除的持续时间、耐药性检测、是否

反弹等。其他次要疗效终点建议包括：恢复正常活动的时间；

体温；临床各个症状消退的时间；住院率和住院时间；ICU住

院率和住院时间；对补充供氧或辅助通气的要求；全因死亡

率；病毒导致的肺部损伤；并发症情况；病毒抗体产生等。 

（2）重型和/或危重型受试者研究 

对于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主要终点首选

临床结局（如全因死亡率）。文献显示，重型及危重型新冠肺

炎病死率相对较高，特别是疫区患者，临床实践中临床医师

尤为关注该部分患者最终临床结局。但全因死亡率在实际操

作层面存在一定困难，往往只能在危重人群中使用。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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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死亡率作为主要疗效终点的话，也应将其列为关键的次

要疗效终点。 

至临床改善/恢复时间或在预先指定时间点临床改善/

恢复情况等作为终点评估该类药物的临床获益也被认为是

可以接受的。临床改善/恢复需在方案中事先定义且改善程

度应有明确临床意义，其评估工具应经过验证，推荐使用临

床状态等级量表。也可在方案中自行定义，但应与监管机构

事先进行沟通。评估工具需包括能够反映呼吸氧合的指标

（如脱离氧疗并持续维持 24 小时或室内未吸氧的条件下能

够达到 SpO2≥93%并持续维持 24 小时等）和/或临床转归的

指标等。指标应客观，不建议单独使用主观程度高的指标（如

出院）进行评估。 

若选择在预先指定时间点临床改善/恢复情况作为主要

疗效终点，评估时间点的确定应有充分依据，应充分考虑药

物代谢特征、入选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病程等因素的影响，

评估时间点过长或过短均可能导致试验结果不能反映药物

实际安全有效性特征。 

鼓励在临床研发早期就主要疗效终点与审评机构进行

充分沟通。 

建议与审评机构进行充分沟通 

次要终点建议考虑以下指标：治疗至临床应答的时间

（基于体温、症状、氧饱和度、呼吸状态、心率和住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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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等指标）；机械通气发生率；机械通气持续时间；治疗至脱离

氧疗的时间；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发生率；入住 ICU

的持续时间；全因死亡率；胸部影像学改变；对于休克受试

者，休克纠正时间；基于 RT-PCR、病毒基因测序判定的病毒

转阴时间；并发症的发生率；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累积发

生率；药物相关安全性风险发生情况等安全性指标（如肝功

能变化、肾功能变化、血细胞计数变化等）。 

对于选择全因死亡率作为主要终点的研究，应在次要终

点中纳入 NEWS/NEWS2及/或 7分等级量表。若主要终点选择

其他指标，全因死亡率应作为关键次要终点。 

6.评估及随访时间 

随访时间应足够长，以可靠的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如

在机械通气的患者中，4 周的持续时间可能足以获得最重要

的结局（如死亡率）。基线病情较轻的患者通常需要较长随访

时间。同时，足够长的随访时间能够在初始缓解后监测症状

复发、晚发不良事件、或耐药病毒和病毒反弹的出现。对于

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部分是自限性病程，建议不能

在较晚的时间点开始观察药物的治疗作用。 

临床评估包括一系列指标如体温、咳嗽、呼吸频率、氧

饱和度等，病毒学方面应定期进行 RT-PCR监测，另外，建议

进行肺部影像学检查，明确肺部病变转归。监测时间点应根

据病情严重程度、疾病特征、监测项目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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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全性指标及风险控制 

除常规安全性监测指标外，需针对药物特点制定相应观

察项目。生物制品需要检测免疫原性。安全性评估（如生命

体征、实验室检查、心电图等）应按照与疾病严重程度和试

验药物已知的潜在风险相匹配的时间表进行。 

申办方应关注可能增加毒性风险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

的可能性，并提出控制策略。 

应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包括已识别风险、潜在风险、未

知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制定相应措施，特别是当药物应急临

床试验研发时，可能存在很多未知风险，包括药物相互作用

等。应考虑全面的处置措施。 

8.统计学考量 

    应在估算样本量时阐明研究假设，应有足够的样本量以

确保评价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检验效能。 

应在方案中预先规定主要疗效分析，在所有接受随机分

组的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进行主要疗效分析。常见的主要疗效

分析包括： 

-二分类结局的分析：每个受试者都被分为“成功”或

“不成功”的结局，用率差对各治疗组进行比较。 

– 有序分类结局的分析：包括比例优势法、基于秩次的

方法以及为每个类别赋予分值或权重后进行均数比较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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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分析：应使用比例风险模型或对数秩检验，并辅

以各治疗组的 Kaplan-Meier曲线显示。 

为了提高治疗效果估计和推断的精确度，应考虑在主要

疗效分析中调整预先指定的预后基线协变量（例如，年龄、

基线严重程度、并发症），并提出评估率差的精确方法。如果

含有不同基线严重程度的患者，应按基线严重程度进行亚组

分析或交互作用分析，以评估不同的治疗效果。 

试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数据缺失。应在研究方案中对

“停止使用研究药物”和“退出研究评估”进行区分，鼓励

停止治疗的受试者继续留在研究中，并继续跟进关键结果。 

对于主要分析，死亡不应被视为数据缺失或删失，应作

为一个非常不利的可能结局纳入终点。无论选择的主要终点

是什么，全因死亡率分析都是重要的。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性研究 

1.研究目的 

评价试验药物阻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2.总体设计 

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研究，优效性试验设计。

以目前的标准隔离观察措施为基础。 

样本量建议综合考虑流行病学情况，包括疾病发生和流

行情况，应符合统计学原则和安全性评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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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验人群 

暴露后预防试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或无症状感染

者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可参考最新版《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等权威疫情防控文件）。 

暴露前预防试验：无症状的新型冠状病毒暴露高风险人

群（例如医护人员）。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确诊标准应参照国内外最新

临床治疗指南或共识确定。 

应规定明确的受试者入选、排除标准。对于预防性药物，

由于用药涉及的人群范围可能较广，其入选标准不宜过严，

排除标准不宜过多，否则可能会影响临床试验的代表性和适

用性。建议包括具有高风险并发症的人群，具体参见治疗性

研究试验人群中具有高风险并发症的人群范围。 

应对试验人群按照性别、年龄、合并疾病情况、地域等

因素进行分层。 

4.给药方案及研究周期 

试验组为试验药物联合标准隔离观察措施，对照组为安

慰剂联合标准隔离观察措施。 

试验药物给药周期、给药剂量应根据前期研究数据（药

代动力学、药效学数据），并参考必要的治疗用药情况确定。 

5.有效性终点 

主要终点：观测期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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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临床试验期间和各个试验中心应统一检查和确诊

方法。应事先明确观测期，其确定需结合新药半衰期等影响

因素综合考量。 

有效性是指受试人群在使用预防药物后，相对于未使用

预防药物的受试人群所减少疾病发病的程度，即发病率下降

的百分率。同时发病率下降的百分率应具有预防学意义。 

次要终点建议探索受试人群确诊后： 

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比例；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 

新冠病毒感染的比例； 

机械通气发生率； 

机械通气持续时间； 

至脱离氧疗的时间；  

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发生率； 

入住 ICU的持续时间； 

病毒感染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病毒导致的肺部损伤； 

全因死亡率； 

基于 RT-PCR、病毒培养法判定的病毒转阴时间及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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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病毒载量等。 

分析接受预防药物的患者的疾病程度是否轻于未接受

预防药物的患者也具有一定价值。但需注意的是，由于使用

试验药物的新发病例数可能相对较低，该结果可能难以评估。 

6.随访时间 

为评估试验药物的有效性，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

伏期特点，随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平均潜伏期（如 14天）。 

为评估试验药物的安全性，应随访足够长的时间，观察

不良事件的情况，包括不良事件的类型、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严重程度和时间以及严重不良事件等。 

7.安全性指标及风险控制 

由于预防用药的特点在于其用药人群涉及面广（包括儿

童、老年人）、人数众多，因此，应首先确保其用于人体的安

全性。 

应随访足够长的时间，观察不良事件的情况，包括不良

事件的类型、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和时间以及严重

不良事件等。 

除常规安全性监测指标外，需针对药物特点制定相应观

察项目。同时针对品种的已确定风险、潜在风险等制定相应

的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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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立数据监测委员会，确保受试者安全和试验的完

整性。 

在伦理学方面，应更注意对受试者权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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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8月 

一、背景和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临床一直在探索安全

有效的防治手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新药研发成为热

点，但目前国内缺乏临床试验相关技术指导文件。在此背景

下，2020年 2月开始筹备、计划起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

病毒治疗及预防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二、起草过程 

本指导原则由药品审评中心化药临床二部主办。疫情爆

发之初，工作组第一时间结合呼吸道病毒抗病毒药物研发共

性特点及对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初步认识撰写初稿，于 2020

年 2月完成初稿。2020年 3月 10日-13日定向征求 12位专

家意见，收到 5 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反馈，涉及临床药理、

统计、临床专业。共收到意见 56条，采纳 36条、部分采纳

2条、其余未采纳。根据专家意见修订后，在内部参考执行。 

随着业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的认识较疫情初期逐

渐加深，2020年 7月，工作组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指导原则、国际药品监管机构联盟（ICMRA）相关

工作会议及文件、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工作会议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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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其他业界共识对该指导原则进行了修订。 

2020 年底该指导原则正式立项，纳入药审中心 2021 年

度指导原则计划。 

2021年 2月 4日-9日于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主要征求了

药理毒理专业、临床药理专业、统计专业、临床专业意见，

结合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完善。其后召开部门技术委员会，

通过会议审核，根据会议意见进行修订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现拟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概述，主要介绍了新本指导原则制定背景、

定位、目的和适用范围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

疾病临床表现、现有治疗选择。同时明确了本指导原则为建

议性而非强制性，并且其中的观点是阶段性的。 

其余三个部分主要介绍各个阶段的临床试验中应重点

关注的技术问题和试验设计的关键考量。 

第二部分为早期临床试验，主要对 I 期临床试验试验设

计进行说明和建议。 

第三部分为探索性临床试验，主要对 II期临床试验的设

计、目的、人群、主要疗效终点等进行说明和设计。 

第四部分为确证性临床试验，分为治疗性研究和预防性

研究两部分重点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药物 II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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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性临床试验的研究设计、人群、给药方案及给药周期、

疗效终点、评估及随访时间、安全性指标及风险控制、统计

学考虑。 

四、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对治疗性研究设计要点的讨论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新冠肺炎主要病理生理变化、症状

体征、病程、预后有所不同，故在其中一类人群中得到的安

全有效性结果及获益风险概貌不能简单外推到另一类人群。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的患者建议分开进行研究，其研究目的、

入排标准、主要疗效终点及其评估时间、随访时间等设计要

点的确定均应结合入选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综合考虑

及确定。 

（二）对预防性研究设计要点的讨论 

新冠病毒抗病毒化学药及中和抗体类药物对于新冠肺

炎预防有其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例如未获得免

疫的感染者之密切接触者，或马上要进入疫区的人群，可快

速获得保护力。 

根据人群主要分别暴露后预防试验和暴露前预防试验。

推荐的主要疗效终点参考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研究的

终点，以及流感类药物的预防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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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治疗及预防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 

 

 

填写人名称   单位/企业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序号 

建议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如第 2页第

6-9行）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修订的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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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50b58058f4654812cecdc4e573e7773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为进一步明确药物临床试验中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计划相关技术要求，我中心起草了《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

析计划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以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 1 个月。 

       您的反馈意见请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曾新 

       联系方式：zengxin@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 1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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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45 

 46 

一、前言 47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制订规范的数据管理计划有助于获得48 

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数据，严谨的统计分析计划有助于保49 

证统计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因此，申办者有必要50 

依照临床试验方案对数据管理工作和统计分析内容制定详细的51 

计划。 52 

虽然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对药物临床试验53 

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进行了原则要求，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54 

理总局已发布了《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的计划和报55 

告指导原则》，但是随着近年来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方56 

法的不断发展，如电子源数据采集系统的广泛应用，以及 ICH E957 

（R1）《〈临床试验的统计学原则〉指导原则的增补：临床试验58 

中的估计目标与敏感性分析》的出台和实施，对临床试验的设计、59 

实施、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面的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影响。为了60 

适应这些新的变化，现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的61 

计划和报告指导原则》进行修订，更新数据管理计划与统计分析62 

计划的技术要求，同时不再对数据管理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的内63 

容撰写提出具体要求，建议申办者参考申报资料要求和 ICH E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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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指导原则。 65 

二、数据管理计划 66 

（一）一般考虑 67 

数据管理计划由数据管理人员依据临床试验方案书写，详细、68 

全面地规定并记录某一特定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任务，包括人员69 

角色、工作内容、操作规范等。数据管理计划应在试验方案确定70 

之后、第一位受试者筛选之前定稿，经批准后方可执行。通常，71 

数据管理计划需要根据实际操作及时更新与修订。 72 

数据管理工作涉及数据管理、临床研究者、统计分析、医学73 

事务、临床监查、临床稽查等单位或部门。数据管理的职责可分74 

为负责、参与、审核、批准等，各单位/部门在数据管理各步骤75 

的职责不尽相同。数据管理计划需明确参与数据管理的相关组织76 

及人员职责。数据管理各步骤需建立并遵循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77 

数据管理计划应列出项目所遵循的标准操作规程清单。 78 

（二）基本内容 79 

数据管理计划应全面且详细地描述数据管理流程、数据采集80 

与管理所使用的系统、数据管理各步骤及任务，以及数据管理的81 

质量保障措施。 82 

1. 试验概述 83 

简要描述试验方案中与数据管理相关的内容，一般包括研究84 

目的和总体设计，如随机化方法及其实施、盲法及设盲措施、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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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数量、评估指标、试验的关键时间节点、重要的数据分析安86 

排及对应的数据要求等。 87 

2. 数据管理流程及数据流程 88 

列出数据管理的工作流程以及试验数据的流程，便于明确各89 

环节的管理，可采用图示方式。 90 

数据管理的工作流程应包含数据采集/管理系统建立、病例91 

报告表及数据库的设计、数据接收与录入、数据核查与质疑、医92 

学编码、外部数据管理、盲态审核、数据库锁定、解锁及再锁定、93 

数据导出及传输、数据及数据管理文档的归档等数据管理过程。 94 

数据流程应包含临床试验中所有类型数据的生成、采集、传95 

输、导入、导出、存档的位置、负责单位/人、期限等。详细列96 

出每一种类型的试验数据流程，便于明确各种类型和介质的数据97 

的管理，如病例报告表数据、中心实验室检测数据、药代动力学98 

检测数据、电子的患者报告结局数据、影像学数据等。 99 

3. 采集/管理系统 100 

列出采集试验数据的方法，如纸质或电子的病例报告表、采101 

用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的名称及版本。描述系统用户的权限控102 

制计划，或者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应信息，包含权限定义、分配、103 

监控及防止未经授权操作的措施或方法、权限撤销等。 104 

数据采集/管理系统应具备稽查轨迹、安全管理、权限控制105 

及数据备份的功能，并通过完整的系统验证。电子源数据采集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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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具备电子签名和电子记录的功能。 107 

4. 数据管理步骤与任务 108 

（1）病例报告表及数据库的设计 109 

病例报告表的设计必须保证收集试验方案所规定并满足统110 

计分析需求的所有数据。 111 

不论是何种数据记录方式，均需对相应病例报告表填写指南112 

的建立和管理有所阐述。 113 

数据库的设计通常按既定的注释病例报告表和/或数据库设114 

计说明执行，建立逻辑核查，经用户接受测试合格后方可上线使115 

用。数据管理计划中对此过程应进行简要描述和说明。 116 

（2）数据的接收与录入 117 

数据管理计划应明确阐述数据采集、接收和录入的方式和过程。 118 

临床试验研究者或临床研究协调员应依照病例报告表填写119 

指南，准确、及时、完整、规范地填写病例报告表。在数据录入120 

前需制定数据录入说明，确定数据录入的要求及方式。纸质病例121 

报告表常用双人双份录入，电子病例报告表由临床研究者或由其122 

指定的临床研究协调员直接录入或由电子源数据直接导入。纸质123 

病例报告表还需定义完成病例报告表的发送、转运、接收方式，124 

如传真、邮寄、监查员收集等。同时定义收集频率及记录文件接125 

收的格式等。 126 

（3）数据核查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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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数据核查之前，应制定详细的数据核查计划，明确数128 

据核查内容、方式与核查要求。数据核查通常需要数据管理人员、129 

监查员、医学人员及统计师等共同完成。 130 

（4）医学编码 131 

医学编码是把从病例报告表上收集的不良事件、医学诊断、132 

合并用药、既往用药、既往病史等的描述与标准字典中的术语进133 

行匹配的过程。数据管理计划需详细描述编码流程、编码工具、134 

编码字典及版本，以及执行编码的相关标准文件。 135 

（5）外部数据管理 136 

临床试验外部数据包括实验室数据、随机化数据等。针对外137 

部数据的管理，数据管理计划中应列出数据传输协议，包括数据138 

类别、数据提供者、数据格式、传输方式、传输频率等，以及对139 

外部数据进行质控的措施，如传输测试、一致性核查等。对于盲140 

态的外部数据，如血液样品中的药物浓度或某些关键数据等，需141 

描述此类数据的管理流程。 142 

（6）电子源数据管理 143 

目前，各研究中心数据的原始记录更多是以电子方式直接录144 

入，例如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实验室报告、电子患者报告结局、145 

数字化影像报告等。电子源数据有助于数据的及时、准确、完整146 

采集，实现远程监查，实时数据审阅，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数据重147 

复录入，减少数据转录错误。如果电子源数据作为生成递交数据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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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来源，申办者应考虑在数据管理计划中列出临床试验应用149 

的与电子源数据相关的计算机化系统，数据安全防护措施及质控150 

流程，系统访问权限控制，以及相应的电子数据流。电子源数据151 

应满足可溯源性、易读性、同步性、原始性、准确性的质量要求152 

及监管的文档保存要求，以便核查。 153 

（7）数据库锁定、解锁及再锁定 154 

数据审核是数据库锁定的前置条件。应列出数据审核的要求，155 

并在数据管理计划中描述审核操作的具体流程。一般地，数据审156 

核时应对所有数据质疑、脱落和方案偏离的病例、合并用药和不157 

良事件的发生情况以及分析数据集的划分进行最终确认。临床试158 

验若采用盲法设计，则数据审核应在盲态下进行；若采用开放设159 

计，则需说明在数据审核时是否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设盲措施。 160 

数据管理计划应详细说明数据库锁定的流程、负责人及执行161 

的标准操作规程文件。 162 

数据库锁定后的解锁和再锁定，应事先规定并详细说明其条163 

件和流程。 164 

（8）数据导出及传输 165 

描述数据的导出和传输的文件格式、导出内容（数据库、变166 

量名及变量值编码）、提交程序及传输介质，传输介质应符合国167 

家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 168 

（9）数据及数据管理文档的归档要求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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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及录入/导入数据库的时间、录入者、数据稽查轨170 

迹及数据管理过程形成的文档都需要完整保存。数据管理过程形171 

成的数据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临床试验数据、外部数据、数据库172 

元数据信息、实验室检测参考值范围、逻辑检验及衍生数据变更173 

控制列表、数据质疑表和程序代码等。数据管理过程形成的文件174 

通常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管理计划、空白病例报告表、病例报告175 

表填写指南、完成病例报告表的 PDF 格式文件、注释病例报告176 

表、数据库设计说明、数据库录入说明、数据核查计划、数据质177 

控核查报告等。 178 

数据管理计划中应明确需要存档的试验数据、管理文件、介179 

质、归档方式及时限。 180 

5. 质量控制 181 

数据管理计划需确定数据及数据管理操作过程的质控项目、182 

质控方式（如质控频率、样本选取方式及样本量等）、质量要求183 

及达标标准、对未达到预期质量标准的补救措施等。 184 

三、统计分析计划 185 

（一）一般考虑 186 

相对于临床试验方案中对统计分析的阐述，统计分析计划是187 

更加具有技术性和有更多实际操作细节的一份独立文件，包括对188 

主要和次要估计目标及其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详细内容。临床189 

试验的统计分析有其特殊性，统计分析计划应当由统计学专业人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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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起草，要求全面而详细地陈述临床试验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表达191 

方式，以及对预期的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统计分析计划应在临192 

床试验方案第一版定稿之后形成，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可以进行修193 

改、补充和完善，不同时点的统计分析计划应标注版本及日期，194 

正式文件在数据锁定之前完成。如果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临床试验195 

方案有修订，则统计分析计划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如需要）。 196 

在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只有统计分析计划中事先规定的统计197 

分析内容才可以作为确证性证据，其他的分析结果只能是支持性198 

或探索性的。如果涉及期中分析，则相应的统计分析计划应最迟199 

在每次期中分析前确定。 200 

（二）基本内容 201 

统计分析计划的基本内容涵盖了研究目的、设计类型、比较202 

类型、随机化与盲法、主要和次要估计目标的定义、假设检验、203 

数据集的定义、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详细计划。确证性分析要204 

求提供主要估计目标的分析原则及预期分析方法。探索性分析通205 

常描述概括性的原则和方法。 206 

1. 试验概述 207 

试验概述是临床试验方案中与统计分析相关的部分，常可直208 

接摘录。一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209 

（1）研究目的：临床试验的主要目的和次要目的。 210 

（2）设计类型：如平行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单臂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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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等。 212 

（3）对照类型：如安慰剂对照、阳性对照、剂量组对照、213 

目标值对照等。 214 

（4）比较类型：明确临床试验的比较类型，如优效性检验、215 

非劣效性/等效性检验及其界值等。 216 

（5）随机化方法及其实施：明确随机化方法，如区组随机、217 

分层随机及其分层因素等。 218 

（6）盲法及设盲措施：说明是单盲还是双盲，设盲措施是219 

双盲单模拟、双盲双模拟等，以及保持盲态下执行统计分析的措220 

施。若采用开放设计，需说明是否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设盲措施。 221 

2. 估计目标 222 

统计分析计划中应依照临床试验方案清晰描述主要、次要和223 

探索性估计目标的定义，每个估计目标应包括治疗（处理）、人224 

群、变量（终点）、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群体层面汇总等属225 

性。 226 

（1）主要估计目标 227 

治疗（处理）：相关的治疗条件，以及适用时进行比较的其228 

他治疗条件。这些可能是单独的干预措施，也可能是同时进行的229 

干预措施的组合（如加载治疗），或者是一个复杂干预序列组成230 

的整体方案。 231 

人群：临床问题所针对的患者人群。可以是整个试验人群，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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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按某种基线特征定义的亚组，或由特定伴发事件定义的233 

主层。 234 

变量（终点）：为解决临床问题从每个患者获得的变量（或235 

终点）。如果变量（或终点）需要通过计算得到，则需给出相应236 

的计算公式。 237 

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在申办者与监管机构关于相关临床238 

问题的交流中，治疗、人群和变量的精确说明有助于解决一些伴239 

发事件。针对任何伴发事件的临床相关问题，通常采用疗法策略、240 

假想策略、复合变量策略、在治策略或主层策略来反映。无论采241 

用何种策略，申办者均应提供充分的临床依据。 242 

群体层面汇总：应规定变量的群体层面的汇总统计量，为不243 

同治疗之间的比较提供基础，例如均数、中位生存时间、应答率244 

等。 245 

（2）次要估计目标 246 

应参考主要估计目标的描述。如果临床试验方案中设有关键247 

次要估计目标，则可与其他次要估计目标分开描述并置于这些次248 

要估计目标之前。 249 

（3）探索性估计目标 250 

如果临床试验方案中有探索性估计目标，可参考主要估计目251 

标的描述。如果无探索性估计目标，则无需描述。 252 

3. 样本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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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计划中应阐述样本量的确定依据，包括样本量估计254 

方法的选择、样本量计算所涉及的参数依据、样本量调整（如根255 

据控制总 I 类错误率的调整等）。确定的样本量应确保对主要估256 

计目标的评价具有足够的检验效能。 257 

4. 分析数据集 258 

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在统计分析计划中需明确描述分析数据259 

集的定义。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集一般包括基于随机分组的分析260 

数据集和安全性数据集。基于随机分组的分析数据集一般适用于261 

人口学资料和基线特征的分析以及不同估计目标的评价；如果用262 

于评价估计目标的人群不是该数据集的全部人群，则应在数据集263 

中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标记，并在本章节中描述标记的条件。安全264 

性数据集一般适用于安全性分析。 265 

5. 统计分析方法 266 

统计分析应建立在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数据基础上，应267 

根据研究目的、试验设计和估计目标选择合理的统计分析方法。应268 

给出不同类型资料的描述及统计推断方法，明确采用的单/双侧检269 

验及其检验水准，并说明所采用的统计软件及版本号。统计分析结270 

果通常以统计分析表或图的形式呈现，计划中应简明扼要地描述271 

所有相关信息。 272 

（1）人口学资料和基线特征分析 273 

说明对于人口学等基线资料根据数据性质进行描述性统计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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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具体方式。 275 

（2）依从性和合并用药分析 276 

对于依从性和合并用药的分析，说明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277 

的具体方式，并说明对依从性差、具有合并用药的受试者具体情278 

况的描述方式。 279 

（3）主要估计目标的分析 280 

应该清晰地描述主要估计目标的主估计方法和敏感性估计281 

方法。如果有多个主要估计目标，应依次描述每个主要估计目标282 

的主估计方法和敏感性估计方法。 283 

①主估计方法 284 

应阐明主要估计目标所涉及伴发事件的处理策略及相应的285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包括与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有关的缺失286 

数据的处理。此处应避免与前面估计目标定义部分重复，应提供287 

更多关于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的详细信息。 288 

应定义主要估计目标统计检验的原假设、备择假设及其检验289 

水准等。说明评价主要估计目标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相应的290 

统计模型的选择要注意考虑变量（终点）的类型及其分布特征。291 

治疗效应的估计应包括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对于确证性分析，如292 

果基线特征变量在统计分析中作为协变量处理，必须在统计分析293 

计划中事先说明。 294 

②敏感性分析方法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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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根据主估计方法得到的统计推断结果的稳健性，应296 

针对同一估计目标采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敏感性分析。 297 

对于敏感性分析，同时变动主要分析的多个方面假设可能难298 

以确定由哪些假设导致了目前所观测到的潜在差异。因此，应根299 

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同时变动多个假设的敏感性分析。300 

阐明不同敏感性分析背后的假设变化，将有助于对敏感性分析结301 

果做出更合理解释。敏感性分析方法同样需要在统计分析计划中302 

事先说明。 303 

（4）次要估计目标的分析 304 

应清晰描述次要估计目标的估计方法，治疗效应的估计应给305 

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如果对次要估计目标设有假设检验，则应306 

说明其原假设、备择假设以及检验水准等。如果临床试验方案中307 

设有关键次要估计目标，需将其置于其他次要估计目标的分析方308 

法之前分别描述。 309 

（5）探索性估计目标的分析 310 

如果临床试验方案中有探索性估计目标，应该清晰地描述其311 

估计方法，治疗效应的估计应给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如果无探312 

索性估计目标，则无需描述。 313 

（6）安全性分析 314 

所有的安全性指标在分析中都需要高度重视，应特别关注严315 

重不良事件以及与药物作用机理、代谢物和/或疾病领域相关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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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的安全性事件。对不良事件及其严重程度的分级应采用317 

统一的编码词典进行编码，并说明其名称和版本。 318 

对于安全性数据的分析需说明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319 

计划中需说明各种安全性数据的分类（如临床结局、实验室检查320 

结果、生命体征等）及其汇总方法，如按照事件发生的频数、频321 

次和发生率进行分析，必要时可进行组间比较。 322 

对安全性数据的分析，必要时还可以结合适当的图形以显示323 

某不良事件及其严重程度在各组间的分布，或不同时间区间发生324 

率和累计发生率的趋势。 325 

（7）缺失数据处理 326 

在统计分析计划中应预先说明缺失数据的填补方法及理由。327 

应区分对应于与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直接相关的缺失数据（如328 

在疗法策略下，终止随机治疗后未被收集到的数据），以及与特329 

定估计目标直接相关但与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不直接相关的330 

缺失数据（如直接退出研究）。前者的处理方法应在估计目标的331 

分析方法部分进行描述，后者的处理方法应在本章节进行描述。 332 

（8）亚组分析 333 

对于确证性临床试验，通常需要进行支持性亚组分析，目的是334 

进一步考察试验药物在各个亚组中的疗效一致性。如果试验药物在335 

各亚组间的疗效一致，可为药物适用于全人群提供进一步支持性证336 

据；如果各亚组间的疗效不一致，特别是方向相反时，则亚组分析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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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解释可能会出现困难，需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当338 

涉及亚组分析时，需要对亚组给出明确的定义。 339 

（9）补充分析 340 

除以上的分析之外，还可以对估计目标进行补充分析，以提341 

供对疗效更全面的了解。补充分析在解释试验结果方面的作用通342 

常较小，因此需考虑补充分析的必要性和作用。 343 

6. 多重性考虑 344 

对于确证性临床试验，如果存在多重性检验问题，例如多个345 

估计目标、多组间比较、多阶段整体决策、纵向数据的多个时间346 

点分析、确证性亚组分析等，则在统计分析计划中应说明控制总347 

I 类错误率的策略与方法。 348 

7. 期中分析 349 

如果临床试验计划要进行期中分析，则期中分析的时点（包350 

括日历时点或信息时点）、决策策略和总 I 类错误率控制方法等351 

应当事先制订计划，并在临床试验方案和统计分析计划中阐明。 352 

如果成立了数据监查委员会，则应在统计分析计划中简要描353 

述其任务。 354 

四、参考文献 355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2003 356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化学药物临床试验报告的结构与内容技术357 

指导原则. 2005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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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的计划359 

和报告指导原则. 2016 360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 . 361 

2016 362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工作技术指南. 2016 363 

[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问题指364 

导原则（试行）. 2020 365 

[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药物临床试验亚组分析指导366 

原则（试行）. 2020 367 

[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监查委员368 

会指导原则（试行）. 2020 369 

[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药物临床试验适应性设计指370 

导原则（试行）. 2021 371 

[10] FDA. Guideline for Industry on Electronic Source Data in Clinical 372 

Investigations. 2013 373 

[11] FDA. Guideline for Industry on Use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374 

Data in Clinical Investigation. 2018 375 

[12] ICH. E3: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Clinical Study Reports. 1995 376 

[13] ICH. E6: 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1996 377 

[14] ICH. E9: Statistical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Trials. 1998 378 

[15] ICH. E9(R1): Addendum on Estimand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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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词汇表 383 

稽查轨迹（Audit Trail）：是计算机系统（如数据管理系统）的基本384 

功能。是指系统采用安全的和计算机产生的带有时间烙印的电子记录，以385 

便能够独立追溯系统用户输入、修改或删除每一条电子记录的日期、时间，386 

以及修改原因，以便日后数据的重现。任何记录的改变都不会使过去的记387 

录被掩盖或消失。只要受试者的电子记录保存不变，这类稽查轨迹文档记388 

录就应当始终保留，并可供监管视察或稽查员审阅和复制。 389 

系统验证（System Validation）：是指建立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管390 

理的文档化证据，以确保计算机化系统的开发、实施、操作以及维护等环391 

节自始至终都能够高度满足其预设的各种系统技术标准、使用目的和质量392 

属性，和处于监控的质量管理规程中，并能在其投入应用直至退役过程中393 

都能高度再现和维护系统的标准和功能符合监管要求。 394 

权限控制（Access Control）：是指按照临床试验电子系统的用户身份395 

及其归属的某项定义组的身份来允许、限制或禁止其对系统的登录或使用，396 

或对系统中某项信息资源项的访问、输入、修改、浏览能力的技术控制。 397 

注释病例报告表（Annotated Case Report Form，aCRF）：是对空白的398 

病例报告表的标注，记录病例报告表各数据项的位置及其在相对应的数据库399 

中的变量名和编码。 400 

逻辑核查（Edit Check）：是指临床试验数据输入计算机系统后对数401 

据有效性的检查。这种核查可以通过系统的程序逻辑，子程序和数学方程402 

式等方法实现，主要评价输入的数据域与其预期的数值逻辑、数值范围或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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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属性等方面是否存在错误。 404 

用户接受测试（User Acceptance Testing，UAT）：用户接受测试是由405 

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的用户进行的一种检测方式，检测记录可用以证明所设406 

计系统经过了相关的验证过程。用户应全面检测所有正确和错误数据组合，407 

记录检测结果。全面的检测文档应包括验证方案、测试细则记录、测试总408 

结报告和验证总结报告等。 409 

数据核查计划（Data Validation Plan，DVP）：也称逻辑核查计划，410 

是由数据管理员为检查数据的逻辑性，依据临床试验方案以及系统功能而411 

撰写的系统设置文件。 412 

方案偏离（Protocol Deviation）：是指任何有意或无意偏离和不遵循413 

未经 IRB 批准的试验方案规定的治疗规程，检查或数据收集程序的行为。414 

一般来说，这种偏离只是逻辑的或管理性的偏离试验方案，不会对受试者415 

的安全和获益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也不会影响所收集数据的价值。 416 

估计目标（Estimand）：对治疗效应的精确描述，反映了针对临床试417 

验目的提出的临床问题。它在群体水平上汇总比较相同患者在不同治疗条418 

件下的结局。 419 

估计方法（Estimator）：采用临床试验数据计算估计目标的估计值的420 

分析方法。 421 

伴发事件（Intercurrent Event）：治疗开始后发生的事件，可影响与422 

临床问题相关的观测结果的解释或存在。在描述相关临床问题时，需解决423 

伴发事件，以便准确定义需要估计的治疗效应。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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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分析（Interim Analysis）：是指在试验期间使用试验累积数据进425 

行的分析，如评价有效性的分析，评价安全性的分析，以及样本量的重新426 

估计等。 427 

安全性数据集（Safety Set，SS）：安全性与耐受性评价时，用于汇总428 

的受试者集称为安全集。安全集应考虑包括所有至少接受一次治疗的且有429 

安全性评价的受试者。 430 

缺失数据（Missing Data）：是指对于既定估计目标的分析有意义、431 

但未收集到的数据。它应该与不存在的数据，或由于伴发事件而被认为没432 

有意义的数据区分开来。 433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是指针对模型假设的偏离和数据434 

局限，探索主估计方法统计推断的稳健性的一系列分析。 435 

亚组分析（Subgroup Analysis）：通常是指将患者根据其特征变量值436 

分成不同的亚组，并估计各亚组的疗效和/或安全性的分析策略。 437 

补充分析（Supplementary Analysis）：是指对于主要分析和敏感性分438 

析之外的分析的一般描述，目的是更多地了解治疗效应。 439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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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中英文对照表 441 

中文 英文 

安全性数据集 Safety Set, SS 

伴发事件 Intercurrent Event 

标准操作规程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病例报告表 Case Report Form, CRF 

补充分析 Supplementary Analysis 

电子的患者报告结局 Electronic Patient Reported Outcome, ePRO 

多重性 Multiplicity 

方案偏离 Protocol Deviation 

估计方法 Estimator 

估计目标 Estimand 

稽查轨迹 Audit Trail 

临床研究协调员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 CRC 

逻辑核查 Edit Check 

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期中分析 Interim Analysis 

权限控制 Access Control 

缺失数据 Missing Data 

数据管理计划 Data Management Plan, DMP 

数据核查计划 Data Validation Plan, DVP 

数据监查委员会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DMC 

统计分析计划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 SAP 

系统验证 System Validation 

亚组分析 Subgroup Analysis 

用户接受测试 User Acceptance Testing, UAT 

注释病例报告表 Annotated Case Report Form, aCRF 

总 I 类错误率 Familywise Error Rate, FWER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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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草目的 

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制订规范的数据管理计划有助于

获得真实、准确、完整和可靠的数据，严谨的统计分析计划

有助于保证统计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因此，

申办者有必要依照临床试验方案对数据管理工作和统计分

析内容制定详细的计划。 

虽然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对药物临床

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进行了原则要求，且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已发布了《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

析的计划和报告指导原则》，但是随着近年来临床试验数据

管理与统计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如电子源数据采集系统的

广泛应用，以及 ICH E9（R1）《〈临床试验的统计学原则〉指

导原则的增补：临床试验中的估计目标与敏感性分析》的出

台和实施，对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

面的理念和实践都产生了影响。为了适应这些新的变化，现

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的计划和报告指导原

则》进行修订，更新数据管理计划与统计分析计划的技术要

求，同时不再对数据管理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的内容撰写提

出具体要求，从而形成本指导原则。 

二、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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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小组基于药审中心与南方医科大学

战略合作建立的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由学术界、制药工业

界和监管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保证了本指南高效、高质量完

成。 

本指导原则自 2021 年 3 月正式启动，期间经过多次讨

论修订，并分别于 2021 年 3-7 月召开三次专家研讨会，最终

形成该征求意见稿。 

参与制订本指导原则的专家名单见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三、起草思路 

针对数据管理计划部分的修订，主要参考了国外监管机

构发布的关于电子源数据的相关指导原则，以及目前行业发

展趋势和实践经验。 

针对统计分析计划部分的修订，主要参考了 ICH E9（R1），

以及国际上针对 ICH E9(R1)的一些统计分析计划案例或模

板。 

四、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分为六个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前言”，首先说明了数据管理计划和统计

分析计划在临床试验中的作用，并进而引出了本指导原则的

起草目的。 

第二部分为“数据管理计划”，介绍了数据管理计划的

定义和基本内容，包括试验概述、数据管理流程及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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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管理系统、数据管理步骤与任务和质量控制。其中数据

管理流程及数据流程为该部分的重点，从 9 个方面对数据管

理流程及数据流程进行了具体阐述。该部分相比《药物临床

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的计划和报告指导原则》主要增加

了对电子源数据管理的介绍。 

第三部分为“统计分析计划”，介绍了统计分析计划的

定义和基本内容，包括试验概述、估计目标、样本量、分析

数据集、统计分析方法、多重性考虑和期中分析。其中统计

分析方法为该部分的重点，从 9 个方面对统计分析方法进行

了具体阐述。该部分相比《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

析的计划和报告指导原则》主要增加了估计目标相关内容的

描述，包括估计目标及相关属性的定义和分析方法，并基于

ICH E9（R1）和估计目标的思路重新对分析数据集、缺失数

据处理、敏感性分析等问题进行了要求。 

第四部分为“参考文献”。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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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与制订《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 

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专家名单 

 

主要执笔人：田正隆、李新旭、曾新 

外部专家：韦加为、董军 

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 陈平雁、王骏、狄佳宁 

（其余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武保、王秋珍、王勇、尹平、田正隆、闫波、李康、何崑、

陈刚、陈杰、陈峰、欧春泉、赵耐青、贺佳、郭翔、谭铭 

秘书：吴莹、段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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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计划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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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多库酯钠等 38 个拟收载入《中国药典》的药用辅料标准意

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tz/16359.jhtml                        时间: 2021-09-03 

 

 各有关单位： 

按照《中国药典》编制规划，我委组织有关单位制修订了部分药用辅料标准，有 38个药

用辅料（见附件）标准草案经公示后暂无异议，拟作为《中国药典》收载备选品种。标准草

案详见国家药典委员会网站标准公示专栏

（https://www.chp.org.cn/gjydw/fl/index.jhtml）。 

根据《中国药典》药用辅料品种遴选原则（国内上市的国内外制剂中已使用的，且安全

性已得到证实的药用辅料），请相关药用辅料生产及使用单位就拟新增标准反馈如下信息：

本企业生产或使用该药用辅料，该药用辅料从何时开始已应用于哪些国内上市的制剂，该辅

料和制剂安全性如何。 

请相关药用辅料生产及使用单位就拟新增和修订的标准反馈如下信息：本企业认为该标

准草案是否适用于生产或使用的药用辅料，不适用的原因，是否有其它建议。 

  请各有关协会在会员单位中广泛宣传，请相关企业及时反馈意见，于 2021年 12月

1 日前将有关意见建议书面反馈我委，并附相关说明、实验数据和联系方式。相关单位来函

需加盖公章，个人来函需本人签名，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蕾、康笑博 

电话：010-67079566、67079620 

电子邮箱：475@chp.org.cn 

通信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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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中国药典》拟收载药用辅料备选品种目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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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药典》拟收载药用辅料备选品种目录 

序号 状态 品种名称 最后公示日期 备注 

1 修订 二丁基羟基甲苯 

2020年 10月 16

日   

2 修订 无水碳酸钠 

2020年 10月 16

日   

3 修订 氢化大豆油 2020年 11月 3日   

4 修订 硬脂酸 2020年 11月 3日   

5 修订 辛酸 2020年 12月 8日   

6 修订 二氧化硅 

2020年 12月 17

日   

7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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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5日   

8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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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5日   

9 修订 羧甲纤维素钙 2021年 1月 5日   

10 修订 氨丁三醇 2021年 3月 10日   

11 修订 硬脂富马酸钠 2021年 3月 19日   

12 修订 硬脂山梨坦 2021年 3月 24日   

13 修订 油酸山梨坦 2021年 3月 24日   

14 修订 月桂山梨坦 2021年 3月 24日   

15 修订 棕榈山梨坦 2021年 3月 24日   

16 修订 三油酸山梨坦 2021年 3月 24日   

17 修订 氢化蓖麻油 2021年 3月 30日   

18 修订 尿素 2021年 4月 13日   

19 修订 醋酸钠 2021年 5月 27日   

20 修订 氢氧化钠 2021年 5月 27日   

21 修订 硬脂酸钙 2021年 5月 31日   

22 新增 聚克立林钾 2019年 4月 1日   

23 新增 

丙交酯乙交酯共聚物（1090）（供注

射用） 2019年 7月 12日   

24 新增 

丙交酯乙交酯共聚物（6535）（供注

射用） 2019年 7月 12日   

25 新增 乳糖玉米淀粉共处理物 2019年 7月 30日   

26 新增 聚乙二醇-聚乙烯醇共聚物 2020年 9月 18日   

27 新增 单辛酸丙二醇酯 2020年 9月 30日   

28 新增 单月桂酸丙二醇酯 2020年 9月 30日   

29 新增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甘油酯 2020年 9月 30日   

30 新增 重质碳酸镁 

2020年 10月 16

日   

31 新增 轻质碳酸镁 

2020年 10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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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增 碳酸镁 

2020年 10月 16

日   

33 新增 乳糖粉状纤维素共处理物 

2020年 10月 16

日   

34 新增 多库酯钠 

2020年 10月 16

日   

35 新增 微晶纤维素羧甲纤维素钠共处理物 2020年 12月 8日   

36 新增 二硬脂酰磷脂酰甘油钠 2021年 2月 23日   

37 新增 培化磷脂酰乙醇胺 2021年 2月 23日 

鉴别（1）中删

去“中国药典

2015年版四

部” 

38 新增 单双辛酸癸酸甘油酯 2021年 4月 26日 

文中“双甘油

酯”改为“二

甘油酯”，

“三单甘油

酯”改为“三

甘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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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

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9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809d166f8173a2c8738b88a5f6a4b89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3 日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缺失或表意不明确是导致儿科不规范处方行为和不合理用药引发儿童用药安全有效

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促进企业有序开展起草和完善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相关工作，更好的指导临床合

理用药，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

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

（药监综药管〔2020〕9 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 1 ：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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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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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概述 .................................................. 3 

二、总体考虑.............................................. 4 

（一）利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儿童患者安全用药 ...... 4 

（二）以科学可靠的证据为基础起草或修订儿童用药信息 .... 4 

（三）突出儿童用药特点，清晰准确描述儿童用药信息 ...... 5 

（四）鼓励全生命周期管理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 5 

三、撰写要点.............................................. 6 

【警示语】 ............................................ 6 

【适应症】 ............................................ 6 

【用法用量】 .......................................... 7 

【不良反应】 .......................................... 8 

【禁忌】............................................... 9 

【注意事项】 ......................................... 10 

【儿童用药】 ......................................... 11 

【药物相互作用】 ..................................... 12 

【药物过量】 ......................................... 12 

【临床试验】 ......................................... 12 

【药理毒理】 ......................................... 13 

【药代动力学】 ....................................... 14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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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概述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缺失或表意不明确是导致

儿科不规范处方行为和不合理用药引发儿童用药安全有效

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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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又通过《关于印发化学药品和生物

制品说明书规范细则的通知》附件的形式颁布了《化学药品

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规范细则》，对药品说明书中儿童

用药信息的撰写提出了基本要求。 

2014 年 5 月 21 日，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六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国卫药政发

〔2014〕29 号）》，明确提出“加强药品说明书管理，对部分

已临床使用多年但药品说明书缺乏儿童用药数据的药品，发

挥专业协会作用，组织论证、补充完善儿童用药数据，引导

企业修订药品说明书”。 

为促进企业有序开展起草和完善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

药信息的相关工作，更好的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特别制定本

指导原则。本指导原则可作为起草新批准的生物制品和化学

药品说明书和修订已上市相应药品说明书时的参考，不适用

于非处方药说明书的撰写。 

本指导原则是基于当前药品监管机构在制修订药品说

明书时的认识与考虑，随着经验积累及问题总结，将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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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指导原则的内容。 

二、总体考虑 

（一）利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儿童患者安全用药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应包含该药品所有已

获得的儿童使用信息。围绕批准儿童应用的适应症进行全面

且充分的药品使用信息说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对于未批

准儿童应用的成人用药，需在【用法用量】章节中“特殊人群

用药”部分和【儿童用药】章节中予以说明。 

儿童适应症的批准常常滞后于成人适应症，有时甚至会

长时间滞后，因此，临床上可能会基于成人获批的适应症及

相关信息，在同样适应症的儿童患者中标签外使用。为保障

儿童患者安全，提示儿童使用时的风险，当有证据提示该药

品在儿童相同适应症中使用时会出现严重的安全性风险，且

总体风险大于获益时，即使该药品的适应症中不包含儿童适

应症，也应在【禁忌】和【注意事项】中予以明确提示。 

（二）以科学可靠的证据为基础起草或修订儿童用药信

息 

起草或修订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时，均应以来源

清晰的研究数据为基础，通过科学合理的分析形成制修订依

据。在缺乏研究数据或儿童用药的安全有效性证据尚不充分

时，不应在说明书中仅采用“儿童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或

“儿童用量酌减”等缺乏依据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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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删除儿童用药信息时，除了提供可靠的研究证据之外，

还需考虑修订后是否会对已有临床使用人群的获益风险造

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于拟删除【用法用量】、【警示语】、【禁

忌】等章节的内容时。如确有删除必要，需提供对正在使用

该药品的儿童患者的获益风险不会造成严重影响的分析资

料。 

（三）突出儿童用药特点，清晰准确描述儿童用药信息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应突出儿童用药特点，

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患者的适应症、给药剂量方案、配伍习

惯、不良反应特征、注意事项、禁忌等进行清晰准确的描述。

特别是对于年龄分段多（或按公斤体重或体表面积分段多），

各分段人群的用法用量不同，更应采取清晰明确简洁的呈现

方法，避免剂量误用。 

通常，儿童用药相关信息应在说明书各章节中进行单独

描述。对于与成人应用具有明显差异的内容，除描述儿童情

形之外，还应阐述儿童与成人之间差异的原因，便于对儿童

用药信息的准确理解和掌握，利于儿童安全用药。 

（四）鼓励全生命周期管理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对于成人与儿童共患病，在批准成人应用之后，建议企

业积极考虑向儿童应用的扩展。在获得充分支持儿童应用扩

展的研究证据后，在药品说明书中增加儿童用药信息。 

对于已批准儿童应用的药品，应关注上市后安全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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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收集，特别关注是否存在与儿童生长发育相关的长期

安全性问题，以及与成年患者不同的安全性特征，不断完善

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利于全生命周期的药品信

息管理。 

三、撰写要点 

【警示语】 

儿童患者应用时所发生的严重的不可逆的安全性风险

应列入警示语。例如：该药品的使用会增加儿童患者自杀风

险。 

【适应症】 

应列出该药品已批准用于儿童的全部适应症。 

对于适用于儿童全年龄段（0岁至不满 18岁）的适应症，

可仅表述为“儿童”，无需写明年龄段。例如：本品适用于存

在凝血因子 VIII 抑制物的 A 型血友病（先天性凝血因子 VIII 

缺乏）儿童患者的常规预防治疗，以防止出血或降低出血发

作的频率；本品适用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一线

治疗。 

对于适用于部分儿童年龄段的适应症，需在“儿童”前写

明特定的年龄段。例如：本品适用于 1 岁至 6 岁儿童的过敏

性鼻炎；本品适用于 6 个月及以上儿童的术前镇静。 

对于适用于 12 岁及以上年龄段儿童的适应症，可表述

为“青少年”，但仍需在“青少年”前写明年龄段。例如：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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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12 岁及以上青少年的支气管哮喘。 

对于适用于特殊发育阶段儿童的适应症，包括早产儿、

新生儿，可表述为“早产儿”、“新生儿”，同时写明胎龄。例

如：本品适用于胎龄≥34 周的新生儿肺动脉高压。 

【用法用量】 

应列出该药品已批准用于儿童的全部适应症的用法用

量信息，应按不同适应症分别列出。 

对于在所批准的儿童年龄段或公斤（kg）体重范围内的

用法用量相同的情况，可直接描述用法用量，无需按照年龄

段或公斤（kg）体重进行划分。对于用法用量在不同年龄段

或不同公斤（kg）体重范围间有差异的情况，需按照年龄段

或公斤（kg）体重范围分别写明相应的用法用量。 

建议尽可能以列表形式呈现不同年龄段或不同公斤（kg）

体重范围的用法用量。例如： 

患者年龄段 给药频率 单次给药剂量 

6 个月至 5 岁 每晚一次 每次 1.25mg（2.5ml） 

＞5 岁至 12 岁 每晚一次 每次 2.5mg（5ml） 

＞12 岁至不满 18 岁 每晚一次 每次 5mg（10ml） 

 

患者体重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及之后 

30 至<50 kg 2mg/次，每日一次  2mg/次，每日两次 3mg/次，每日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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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至<30 kg 1mg/次，每日一次 1mg/次，每日两次 2mg/次，每日两次 

5 至<10 kg 0.5mg/次，每日一次 1mg/次，每日一次 1mg/次，每日两次 

按体表面积计算剂量时，参照同样撰写建议。 

为提高剂量描述的直观性及给药的准确性，建议在用法

用量描述中，同时写明剂量相对应的药品数量或计量方法。

例如：2mg（1 片）；0.2ml（4 滴）。 

应描述与儿童应用有关的配制、服药/给药操作、储存条

件、需合并使用或不宜合并使用的药物/食物等信息。对于静

脉给药的注射液和雾化吸入用溶液等剂型，建议写明对给药

速度的具体要求。 

对于未批准用于儿童的成人用药，应在“特殊人群用药”

标题下单独列出“儿童”条目： 

1、该药品仅用于成人疾病，不涉及儿童使用，建议写

为“本品不用于儿童”。 

2、该药品可能涉及儿童使用，但尚未批准用于儿童，

建议写为“本品尚未批准用于儿童”。 

3、该药品会导致儿童严重的不可逆的安全性风险，建

议写为“因本品（简要描述安全性风险情况），本品禁用于儿

童”。 

【不良反应】 

应列出该药品已批准用于儿童的全部适应症的临床研

究中报告的和上市后应用中收集的不良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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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药品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逐一描述各项研究中的

不良反应信息，也可以合并各项研究后汇总不良反应信息。 

对于不同适应症目标治疗人群的病理生理特征及安全

性特征相似，且不同适应症间剂量范围跨度不大的情况，可

以将不同适应症的不良反应汇总后列出。否则，应按照不同

适应症分别列出不良反应信息。 

对于在儿童中高发、罕见且难控、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如致畸、致残、死亡）的不良反应，与剂量相关性强的不

良反应，与成人发生率或严重程度有明显差异的不良反应，

需单独列出，并进行详细描述。 

【禁忌】 

应列出该药品与儿童应用相关的全部禁用信息，特指由

于存在严重安全性风险而禁止用于特定年龄段的儿童、特定

身体状态的儿童、或正在使用某些禁止合用药物的儿童的信

息。为避免泛化禁忌使用范围，应尽量对限制范围进行准确

描述。例如：禁用于新生儿（出生后 28 天内）。 

禁忌范围同时涵盖成人和儿童时，可不再单独列出儿童

禁忌信息。例如：禁用于对本品任何成分过敏者。 

此章节仅对禁忌信息进行概述，详细描述写入【注意事

项】中。 

有充分证据提示儿童应用该药品会导致严重的不可逆

的安全性风险时，建议写为“本品禁用于儿童”。缺乏研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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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应归为禁忌。 

【注意事项】 

应列出该药品与儿童应用相关的全部注意事项信息。 

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应描述与【用法用量】中写明的“与儿童应用有关的

配制、服药/给药操作、储存条件、需合并使用或不宜合并使

用的药物/食物等的信息”相关的注意事项，包括使用条件产

生的原因及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等。 

2、应描述与【不良反应】中写明的“在儿童中高发、罕

见且难控、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如致畸、致残、死亡）的

不良反应，与剂量相关性强的不良反应，与成人发生率或严

重程度有明显差异的不良反应”相关的注意事项，包括对不良

反应的发现、处置、随访等的指导和建议。 

3、应描述与【禁忌】中写明的儿童禁用信息相关的注

意事项，包括禁忌产生的原因及禁忌人群的筛选方法等。 

4、应描述与儿童应用的长期安全性（如生长、神经行

为发育、性成熟）或特殊监测（如身高、体重）有关的任何

必要的注意事项。 

5、应描述在儿童用药过程中对日常活动（如学习能力、

身体活动）有严重或长期影响或对食欲或睡眠有影响的任何

必要的注意事项。 

6、应描述可增加儿童用药安全性风险（毒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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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活性成分（如新生儿或婴儿中的苯甲醇毒性）及与非活性

成分有关的安全性风险情况。 

注意事项信息同时涵盖成人和儿童时，可不再单独列出

儿童信息。 

【儿童用药】 

应概述该药品在儿童中应用的整体情况，以及相应的临

床研究信息。 

对于儿童专用药或成人与儿童共用药，概述该药品已批

准的儿童应用范围，并写明详细信息所需参见的章节，同时，

写明尚未批准的儿童应用范围。例如：本品批准用于 6 个月

及以上儿童的过敏性鼻炎，详见【适应症】、【用法用量】、【不

良反应】、【注意事项】、【禁忌】、【药物相互作用】、【药代动

力学】。本品尚未开展 6 个月以下儿童的临床研究，不建议

本品用于 6 个月以下儿童。 

对于未批准用于儿童的成人用药，通常包括以下情况： 

1、该药品仅用于成人疾病，不涉及儿童应用，建议写

明“本品不用于儿童”。 

2、该药品可能涉及儿童应用，但尚未开展支持儿童应

用的临床研究，建议写明“本品尚未开展用于儿童的临床研

究”。 

3、该药品完成了儿童应用的临床研究，且研究结果证

明该药品不能支持儿童应用的批准，建议写明“不建议本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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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儿童”，并概述已完成的与儿童应用相关的临床研究信息，

包括证明该药品不能支持儿童应用的具体临床研究结果，以

利于临床用药风险控制，避免儿童不合理使用。 

4、有充分证据提示儿童应用该药品会导致严重的不可

逆的安全性风险时，建议写明“本品禁用于儿童”，并概述研

究证据，描述重要的安全性信息，以利于临床用药风险控制，

避免儿童不合理使用。 

【药物相互作用】 

应列出该药品涉及的儿童与成人在药物相互作用方面

的区别。 

区别可能是由于儿童与成人的药物代谢特征存在差异

所导致的，建议在【药代动力学】中对儿童药物代谢特征进

行描述。 

该药品与食物的相互作用也应列出。例如：对于完全以

乳类为食物的新生儿，通常包括该药品与乳类的相互作用信

息。 

【药物过量】 

与儿童使用中药物过量相关的信息可以单独列出，特别

是涉及的特殊处理或抢救。 

【临床试验】 

应列出该药品以儿童为受试者而开展的全部临床研究

信息，包括支持已批准适应症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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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息，以及在未批准的适应症上完成的临床研究信息。应列出

在成人受试者中开展的支持批准儿童应用的全部临床研究

信息（成人数据外推）。建议按照不同适应症分别列出。 

描述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受

试者特征（至少包括疾病诊断、年龄）、纳入分析的受试者

例数（试验组、对照组）、主要疗效终点结果（包括与对照

药的比较结果）、关键次要疗效终点结果（包括与对照药的

比较结果）。临床研究中的安全性数据不在此章节进行描述。 

【药理毒理】 

应列出该药品在幼龄动物中开展的临床相关的非临床

毒理学研究数据。 

单独列出“幼龄动物毒性”小项，描述动物种属类型、给

药方法（动物给药起始日龄、给药周期、给药途径、给药剂

量）和主要毒性表现等重要信息，尤其是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以及与成年动物毒性的异同。 

当幼龄动物研究数据表明存在不良信号（如长期的安全

性信息，包括生长发育或神经认知发育；或者在幼龄动物研

究中某年龄组出现安全性担忧，但未在儿科临床研究中进行

评估）时，应提供详细的研究数据，并以临床相关术语进行

临床相关性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人体等效剂量暴露、试验

动物年龄及与人类年龄的近似关系、受影响的器官系统、动

物给药时间及与临床使用的关系、不良影响的可逆性、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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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延迟（如适用）。 

对于未批准儿童应用且未开展儿童应用的临床试验的

成人用药，不建议仅在【药理毒理】项列入幼龄动物毒理学

内容，尤其是阴性结果，避免引起儿童可安全使用的错误印

象。但是，若幼龄动物毒理学试验已发现明显的或特殊的风

险，可根据情况写入【药理毒理】项。 

【药代动力学】 

应列出该药品以儿童为受试者而开展的全部药代动力

学研究信息。应列出与批准儿童应用相关的从建模模拟或桥

接研究中获得的药代动力学数据。 

描述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儿童药代动力学数据，若

不同年龄段儿童间存在差异，应分别描述；与目标治疗人群

的生长发育阶段相关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与成人药代动力学

特征的区别，特别是剂量-暴露-效应关系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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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一、引言 4 

在药物注册上市申请时，为了更好地对该药物的总体风5 

险获益情况进行评价，申办者除了需要提交与该药物相关的6 

所有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之外，通常还需要7 

对与该药物相关的不同来源的研究数据进行整合以形成尽8 

可能完整的证据链，并按照 ICH M4 通用技术文档（CTD）9 

模块 5 第 5.3.5.3 节的要求提交多项研究数据分析报告。 10 

不同来源的研究包括非临床研究，剂量-效应关系、药物11 

与药物和药物与疾病（如肾脏代谢药物对肾脏的影响）相互12 

作用的临床药理学研究，与人为因素相关的药物器械组合研13 

究，药物活性的体外研究，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开展的探索性14 

和确证性临床研究等。临床研究数据的综合分析是申办者所15 

提交的多项研究数据分析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包括有16 

效性综合分析和安全性综合分析。有效性综合分析是对药物17 

有效性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比较不同研究数18 

据的优势和不足以描述总体有效性特征，并对某些重要研究19 

数据未能纳入分析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安全性综合分析是20 

对药物安全性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描述总体21 

安全性特征，并确定应纳入药品说明书的风险声明。本指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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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旨在为申办者对药物临床研究进行有效性综合分析提23 

供技术指导，以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展现药物的有效性特征。 24 

原则上所有临床研究均应纳入有效性综合分析，通常应25 

包括以下内容： 26 

1. 以列表形式呈现所有临床研究而不管是否获得有效27 

性结果，包括已经完成的研究，根据预先规定的研究计划而28 

提前终止的研究（如由于期中分析时有效性结果达到预设条29 

件而提前终止），正在开展的研究，已经终止但未完成的研究30 

和历史遗留的研究等；并在列表中简要概述所有临床研究的31 

关键设计信息和有效性结果，无论有效性结果是否具有统计32 

学意义。 33 

2. 对所有临床研究的关键设计信息和统计方法进行比34 

较，讨论其对有效性结果的影响。 35 

3. 对所有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进行比较和meta分析，36 

并侧重呈现适应症相同的或具有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37 

4. 可根据需要（如为了观察亚组人群疗效或者在药品说38 

明书中提供亚组人群信息）对所有临床研究的亚组人群的有39 

效性结果进行比较和 meta 分析。 40 

5. 对评估暴露（剂量或血药浓度）与效应之间关系（特41 

别是剂量-效应关系）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数据进行综合分析，42 

并结合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以支持药品说明书中的用法43 

用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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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所有临床研究的药物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数45 

据进行比较、总结及讨论。 46 

二、单项临床研究概述 47 

（一）关键信息 48 

以列表的形式简要描述各单项临床研究的关键信息。关49 

键信息包括：药物适应症、研究编号、研究区域、研究目的、50 

研究分期如 II期或 III期、比较类型（如优效性或非劣效性）、51 

试验组别、对照类型（如安慰剂或阳性药物对照）、样本量52 

（如预设的和实际入组的数量及组别分配数量）、随机化方53 

法及随机化分层因素、盲法（如单双盲或开放设计）、关键54 

入排标准、给药方案、临床应答的标准定义、不良事件范畴、55 

药代动力学、体外试验和有效性结果等。无论单项临床研究56 

的有效性结果是否达到研究目的，均应至少列出其主要和关57 

键次要有效性终点的点估计、区间估计及 P 值。 58 

对于不纳入有效性综合分析的单项临床研究，应解释原59 

因。 60 

（二）研究设计 61 

相对于上述列表中的简要内容，本部分应较为详细地对62 

每项临床研究的设计要素进行描述、比较和讨论，尤其是对63 

纳入有效性综合分析的临床研究。常见的研究设计要素如下：  64 

1. 受试者入排标准，如疾病状态、人口学特征、既往合65 

并用药情况等；或者受试者选择方法，如使用富集策略与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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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使用安慰剂导入期等方法。 67 

2. 药物剂量选择，如固定剂量、灵活剂量、强制滴定等。 68 

3. 比较类型，如优效性、等效性或非劣效性设计等。采69 

用非劣效性设计时，应特别注意非劣效界值是否合理以及恒70 

定假设是否成立。 71 

4. 对照组的选择 72 

（1）同期对照，是指试验组和对照组从相同人群中选择73 

并同时给药，如安慰剂对照、无给药/空白对照、阳性药物对74 

照和剂量-效应对照等。在使用阳性药物对照时，应特别说明75 

选择该阳性药物的合理性。 76 

（2）外部对照，如历史对照, 以及将真实世界数据作为77 

合成对照等。 78 

（3）多重对照，如在一个研究中同时使用安慰剂对照和79 

阳性药物对照，或者同时使用几种剂量的试验药物和几种剂80 

量的阳性药物对照。 81 

5. 有效性终点的选择，如主要或关键次要有效性终点。82 

如果有效性终点是替代终点，则应讨论该终点的选择依据以83 

及支持其预测临床结局的合理性。如果有效性终点是首次使84 

用的患者报告结局或临床医生报告结局，则应说明其使用的85 

合理性。 86 

6. 研究持续时间和治疗持续时间，如治疗持续时间为 187 

个月，随访持续时间为 3 个月。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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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样本量确定，如样本量估计参数、估计方法、试验组89 

别分配比等。 90 

8. 随机化方法，如简单随机、区组随机、分层区组随机91 

等，或者适应性随机，如最小化方法等；以及随机分配系统，92 

如交互式应答系统。 93 

9. 盲法，如单盲、双盲和开放设计等；以及设盲时模拟94 

剂使用情况，如对试验药物的气味或颜色的模拟方法。 95 

10. 在研究中使用独立委员会，如数据监查委员会、终96 

点裁定委员会等。 97 

11. 适应性设计特征，如样本量重新估计、成组序贯设98 

计、放弃或增加治疗组、患者入组标准变更等。应特别注意99 

研究措施变更是否为预设的，总 I 类错误率是否得到有效控100 

制等。 101 

（三）统计方法 102 

本部分应对每项临床研究的主要和关键次要有效性终103 

点的统计方法进行描述、比较和讨论，尤其应详细比较纳入104 

有效性综合分析的临床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的异同。同时，105 

也应在此部分简要介绍有效性综合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中106 

的 meta 分析方法。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07 

1. 比较各单项临床研究的主要和关键次要有效性终点108 

的统计分析方法的异同，如使用了不同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109 

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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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各单项临床研究中受试者脱落和缺失数据的处111 

理方法。 112 

3. 简要介绍统计分析计划中对各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113 

性结果进行 meta 分析的方法。 114 

4. 如有必要，也可对各单项临床研究中以及有效性综合115 

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中的非预设统计分析方法进行讨论。 116 

三、有效性结果的整体分析  117 

（一）各单项临床研究之间的比较 118 

列表展示各单项临床研究的受试者数量、脱落数量、人119 

口学特征、基线特征等。列表或制图（如森林图）展示和比120 

较各单项研究的有效性结果。各单项研究有效性结果的比较，121 

应以主要和关键次要有效性终点为主，并结合受试者人口学122 

和基线特征（如疾病严重程度）、入选或排除标准、对照类型、123 

暴露剂量、暴露持续时间和统计分析方法等进行讨论。此外，124 

还应分析不同地区（如果有）受试者有效性结果的一致性。 125 

如果某一有效性终点在多个单项临床研究中重要性不126 

同但重复出现，也可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即使不具有统计127 

学意义），以作为药物有效性的重要评估内容。例如，在治疗128 

冠心病的药物研究中，主要有效性终点是包含死亡事件的复129 

合终点。对这些同类研究中的死亡事件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和130 

分析，可以了解该药物是否真正具有降低病死率的获益。 131 

通常应将具有相同或相似研究设计特征（如相同或相似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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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组）的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133 

和讨论。如果这些结果存在异质性，则应进行充分讨论。对134 

于在国外研究数据基础上确证中国人群有效性的临床研究135 

（如桥接研究）, 应在讨论时特别注明，并提供将国外研究136 

数据外推至中国人群的其他支持性信息。 137 

（二）各单项临床研究的 meta 分析 138 

应阐述对各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进行 meta 分析139 

时所用方法的合理性。鼓励使用受试者个体数据进行 meta 分140 

析。 141 

在 meta 分析时要对各单项研究进行仔细选择，尽量减142 

少选择性偏倚，以确保 meta 分析结果的可信性。应注意不同143 

研究类型的单项研究不宜进行 meta 分析，例如，单臂研究与144 

设有平行对照的研究不应进行 meta 分析。 145 

四、亚组人群分析 146 

与总人群的分析相似，对感兴趣的亚组人群进行有效性147 

结果的整体分析也包括各单项临床研究的亚组人群有效性148 

结果之间的比较和 meta 分析。亚组人群比较的目的是评估149 

各单项研究中亚组人群有效性结果的一致性。在大多数情况150 

下，亚组人群的 meta 分析更有可能提供足够的统计效能来151 

评估亚组人群之间的有效性结果的差异，可以为进一步的临152 

床研究提供假设。 153 

亚组人群分析可列表或制图（尤其是森林图）展示，一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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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需要进行统计推断。可按各单项研究的亚组进行分层，155 

以尽量减少由于研究设计的差异所引入的偏倚。亚组人群分156 

析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157 

1. 评价主要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其他相关内158 

在和外在因素（如疾病严重程度、既往治疗、合并用药、肾159 

功能或肝功能损害）对有效性结果的影响。 160 

2. 评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性结果的差异。 161 

3. 如果计划在药品说明书中声称某亚组人群的有效性162 

获益，则应评价是否在单项研究中预设了亚组人群分析并做163 

了适当的多重性调整等，从而可以获得亚组人群的有效性结164 

果的推断性结论。 165 

五、与推荐给药剂量相关的临床信息分析 166 

与推荐给药剂量相关的临床信息包括评估暴露（剂量或167 

血药浓度）与效应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剂量-效应关系）以及168 

评估剂量与血药浓度之间的关系等的临床药理学数据。这些169 

数据通常涵盖以下内容：①推荐剂量范围，包括起始剂量和170 

最大剂量；②尚未确定安全性的剂量上限或增加剂量不会导171 

致有效性增加的上限；③各适应症和亚组人群的剂量；④给172 

药频率；⑤滴定剂量的方法；⑥基于临床药理学数据的给药173 

建议（如食物影响）；⑦因药物相互作用或特殊人群（如儿童、174 

老年人、按遗传特征定义的组别、肾功能不全或肝功能不全175 

患者）而需要调整的剂量；⑧关于给药方案依从性的重要注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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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项；⑨与个体化用药相关的任何其他建议。 177 

对各单项研究的临床药理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时要关178 

注以下方面： 179 

1. 支持剂量推荐的各单项研究的分析结果以及任何交180 

叉研究的分析结果均应纳入综合分析。 181 

2. 如果研究中使用的制剂和与市售制剂不一致，应说明182 

他们的等效性。 183 

3. 应描述由于药代动力学的非线性特征等所引起的偏184 

离及可能的原因（如延迟效应、耐受效应或酶诱导）及其对185 

临床使用的影响。 186 

4. 应描述和评估数据的局限性（如研究使用了滴定设计187 

而不是固定剂量设计）。 188 

5. 应明确描述每项研究的给药指导（如每天早晨一次或189 

餐前用药）、每个治疗组的给药剂量、发生不良事件时的相关190 

给药变化信息以及研究方案中规定的任何关键措施影响到191 

给药方案（如剂量水平滴定）时的相关给药变化信息。 192 

6. 应描述用于剂量-效应关系评估差异的方法（即使在193 

未发现差异的情况下），包括在亚组人群中进行的特定研究、194 

按亚组人群分析有效性结果以及研究药物在血中的浓度检195 

测方法等。 196 

六、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分析 197 

应对药物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的信息进行综合分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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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般来说，有效性和耐受性需要长期观察，但关键临床199 

研究的观察时间通常较短（如 6-12 个月），因此，应尽可能200 

收集长期观察的所有可用信息，以研究列表的形式展示，并201 

描述剂量使用、暴露持续时间和停药原因等长期观察信息，202 

分析随时间推移有效性和耐受性的变化情况，对有效性、耐203 

受性和停药进行总结和讨论。长期有效性的综合分析应侧重204 

于设有对照的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并应明确区分控制良205 

好的研究和设计相对不严谨的研究。 206 

七、监管考虑 207 

（一）制定并提交有效性综合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 208 

在进行有效性综合分析之前，应制定相应的统计分析计209 

划，以阐述其分析策略和分析方法。与单项临床研究的统计210 

分析计划不同，有效性综合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不需要在研211 

究结束之前制定。有效性综合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应与有效212 

性综合分析报告一起提交给监管机构。建议在制定有效性综213 

合分析的统计分析计划之前或过程中与监管机构进行充分214 

沟通。 215 

（二）有效性结果的 meta 分析仅可作为支持性证据 216 

虽然各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的 meta 分析（包括217 

总人群和亚组人群的 meta 分析）能够向监管机构提供更加218 

充分的关于研究药物有效性的相关信息，但不能替代各单项219 

研究的确证性作用。无论各单项研究的总人群和亚组人群的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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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结果是否有统计学显著性，也无论其 meta 分析结果221 

是否有统计学显著性，有效性结果的 meta 分析仅可作为有222 

效性的支持性证据，不能视为确证性证据。 223 

（三）区分有效性综合分析和临床有效性总结 224 

有效性综合分析和临床有效性总结都是 CTD 或电子通225 

用技术文档（eCTD）要求的关于临床研究的整体有效性信息226 

的报告，均应符合该文档的格式要求。但有效性综合分析是227 

所有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的综合分析，而临床有效性总结228 

只是有效性综合分析报告的一个总结，不应包含有效性综合229 

分析以外的任何分析或结论。有效性综合分析应置于230 

CTD/eCTD 模块 5 的第 5.3.5.3 节“多项研究数据分析报告”231 

中，临床有效性总结应置于模块 2 的第 2.7.3 节“临床疗效232 

总结”中。当临床研究可用数据非常有限时，例如，孤儿药233 

的临床研究，或仅有一项临床研究，或仅包含一些小型临床234 

研究，有效性综合分析报告的主体部分可以用作临床有效性235 

总结。此时，可在 CTD/eCTD 模块 2 和模块 5 之间拆分有效236 

性综合分析报告，其主体部分放在模块 2 的第 2.7.3 节，而237 

作为附录的表、图和数据集部分放在模块 5 的第 5.3.5.3 节，238 

并需要在模块 2 和模块 5 的相应章节做出明确解释。 239 

（四）适用 ICH E9（R1）对实施本指导原则的影响 240 

ICH E9（R1）提出了估计目标的概念，并建立了从试验241 

目标、估计目标（含伴发事件及其处理策略）、估计方法（含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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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分析）至估计值的逐层深入的新框架。适用 ICH E9243 

（R1）之后，这些新概念和新框架势必会影响本指导原则实244 

施。因此，在积累了应用这些新概念和新框架的较为成熟的245 

实践经验之后，将会进一步修订本指导原则。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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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名词解释 277 

有效性综合分析（Integrated Summary of Efficacy，ISE）：是对278 

药物有效性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比较不同研究数据的279 

优势和不足以描述总体有效性特征，并对某些重要研究数据未能纳入280 

分析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 281 

安全性综合分析（Integrated Summary of Safety，ISS）：是对药282 

物安全性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描述总体安全性特征，283 

并确定应纳入药品说明书的风险声明。 284 

通用技术文档（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CTD）：是指在285 

全球监管机构之间达成共识的、具有通用组织结构和格式的、用于286 

药物上市申请的标准文档，该文档可同时满足全球监管机构对申报287 

资料的要求。 288 

合成对照（Synthetic Control）：在临床研究中未设平行对照，而289 

是使用该研究之外收集到的数据作为对照，这些数据包括历史研究数290 

据、真实世界数据或者其他来源的数据。 291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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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中英文对照表 293 

中文 英文 

安全性综合分析 integrated summary of safety, ISS 

伴发事件 intercurrent event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 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eCTD   

复合终点  composite endpoint 

估计方法 estimator 

估计目标 estimand 

估计值 estimate 

合成对照 synthetic control 

恒定假设 constancy assumption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 

剂量-效应关系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历史遗留研究 legacy study 

临床医生报告结局 clinician-reported outcome 

临床有效性总结 summary of clinical efficacy, SCE 

桥接研究  bridging study 

森林图 forest diagram 

事后分析 post hoc analysis  

适应性设计  adaptive design  

通用技术文档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CTD 

同期对照 concurrent control  

无给药对照 no treatment control 

有效性综合分析 integrated summary of efficacy, ISE 

安全性综合分析 integrated summary of safety, ISS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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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工作安排，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药物临床

研究有效性综合分析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目的 

在药物注册上市申请时，为了更好地对该药物的总体风

险获益情况进行评价，申办者除了需要提交与该药物相关的

所有单项临床研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之外，通常还需要

对与该药物相关的不同来源的研究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尽可

能完整的证据链，并按照 ICH M4 通用技术文档（CTD）模

块 5 第 5.3.5.3 节的要求提交多项研究数据分析报告。 

临床研究数据的有效性综合分析是申办者所提交的多

项研究数据分析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性综合分析是对

药物有效性的全部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比较不同研

究数据的优势和不足以描述总体有效性特征，并对某些重要

研究数据未能纳入分析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为了指导申办

者进行有效性综合分析，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展现药物的有效

性特征，有必要制订《药物临床研究有效性综合分析指导原

则》。 

二、起草过程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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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小组基于药审中心与南方医科大学

战略合作建立的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由学术界、制药工业

界和监管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保证了本指导原则高效、高质

量完成。 

本指导原则起草工作自 2021 年 1 月正式启动，于 2021

年 3 月至 7 月共召开了三次专家研讨会对指导原则初稿进行

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并经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与部门技

术委员会审核，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参考了国际

其他监管机构如美国 FDA 等制定的相关指南。 

参与制订本指导原则的专家名单见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从有效性研究综合分析的定义、作用、涵盖

内容、注意事项等方面阐述了我国监管机构对药物临床研究

有效性综合分析的技术要求。主要用于指导申办者对药物临

床研究进行有效性综合分析，以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展现药物

的有效性特征。全文主要包括引言，单项临床研究概述，有

效性结果的整体分析，亚组人群分析，与推荐给药剂量相关

的临床信息分析，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分析，监管考

虑以及附录等内容。 

（一）引言 

主要阐述了有效性研究综合分析的定义、在药物注册上

市申请中的作用和涵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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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临床研究概述 

单项临床研究概述属于有效性研究综合分析的第一部

分内容。本部分明确单项临床研究概述应该包含 3 部分：①

以列表的形式简要描述各单项临床研究的关键信息；②较为

详细地对每项临床研究的设计要素进行描述、比较和讨论；

③对每项临床研究的主要和关键次要有效性终点的统计方

法进行描述、比较和讨论，简要介绍有效性综合分析的统计

分析计划中的 meta 分析方法。 

（三）有效性结果的整体分析 

阐述了各单项临床研究之间的比较内容和各单项临床

研究的 meta 分析时的注意事项。 

（四）亚组人群分析 

阐述了亚组人群分析的目的、方法和内容。 

（五）与推荐给药剂量相关的临床信息分析 

阐述了与推荐给药剂量相关的临床信息的内容，以及对

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时的关注点。 

（六）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分析 

阐述了长期有效性、耐受性和停药分析的目的、方法、

内容和侧重点。 

（七）监管考虑 

在进行有效性综合分析之前，应制定相应的统计分析计

划，以阐述其分析策略和分析方法。有效性结果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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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作为有效性的支持性证据，不能视为确证性证据。有效

性综合分析是所有临床研究的有效性结果的综合分析，而临

床有效性总结只是有效性综合分析报告的一个总结，不应包

含有效性综合分析以外的任何分析或结论。适用 ICH E9（R1）

之后，势必会影响本指导原则实施。因此，在积累了一定实

践经验之后，将会进一步修订本指导原则。 

（八）参考文献与附录 

此部分提供了参考文献、词汇表、中英文词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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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与制订《药物临床研究有效性综合分析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的专家名单 

 

主要执笔人：王勇、陈刚、赵耐青、李新旭、唐智敏 

外部专家：朱超 

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陈平雁、王骏、狄佳宁 

（其余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武保、王秋珍、王勇、尹平、田正隆、闫波、李康、何崑、

陈刚、陈杰、陈峰、欧春泉、赵耐青、贺佳、郭翔、谭铭 

秘书：吴莹、段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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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研究有效性综合分析指导原则（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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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cf2084cabe061c05d074bff8626f935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08 日 

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为定量评价药物的治疗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统计推断基础。为给申办者提供药物临床试

验随机分配设计和实施的指导性建议，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

欢迎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衡明莉 hengml@cde.org.cn；张慧 zhanghui01@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月 8日 

 

附件 1：《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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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一、 概述 4 

药物临床试验的随机分配（亦称随机分组）是指参与临5 

床试验的每位受试者的分组过程必须满足以下两点：一方面6 

是不可预测性，指受试者、研究者以及参与试验的其他相关7 

人员，均不应在随机分配实施前预先知晓治疗分配的相关信8 

息。另一方面是机会均等，指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在分层随9 

机中的一定条件是指同一层内)，每位受试者被分配到同一10 

治疗组的概率相同。同时注意随机分配到不同治疗组的概率11 

可以相同（平衡设计），也可以不同（非平衡设计）。  12 

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随机分配过程可以使受试者的基13 

线特征（包括已知和未知的因素）在治疗组间的分布趋于相14 

似，以期达到组间基线均衡。 15 

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而言，在受试者的选择和分配时，16 

随机化与盲法结合有助于避免因受试者分配的可预测性而17 

导致可能出现的偏倚;在试验数据的后续分析中，随机分配18 

为定量评价药物的治疗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统计推断基础。 19 

随机分配表的产生、保存及释放应该有标准操作流程，20 

实际操作中，需要严格按照随机分配结果执行方案中规定的21 

治疗；如果随机分配过程没有得到规范执行甚至被破坏，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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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临床试验结果造成严重偏倚。 23 

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了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24 

法、随机分配的实施等方面的内容，旨在为申办者及相关人25 

员能够在临床试验中对随机分配进行正确地设计、实施提供26 

指导性建议。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以支持药品注册上市为27 

目的的确证性临床试验，也可供以非注册为目的的临床试验28 

参考。 29 

二、 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 30 

随机分配方法包括简单随机、区组随机、分层随机以及31 

适应性随机等。不同的随机分配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申办32 

者应根据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随机分配方法。本33 

指导原则就临床试验中几种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加以阐述。 34 

(一)  简单随机 35 

简单随机又称完全随机，是指以特定概率将受试者分配36 

到每个治疗组，分配给每个治疗组的概率可以相等（例如 1：37 

1 分配给试验组和对照组）也可以不等（例如 2：1 分配给试38 

验组和安慰剂组），保持不变或可能改变，但随机分配到各个39 

治疗组的概率与基线协变量或受试者的治疗效果无关。 40 

简单随机分配具有以下性质：① 各个受试者被分配到41 

临床试验中各个治疗组的概率分布是相同的；② 对每一位42 

受试者进行独立的随机分配。因此，简单随机分配只与样本43 

量和分配比例有关，它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易于实施，能最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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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保持随机分配的不可预测性。 45 

简单随机分配的缺点是在各个时间段内入组的受试者46 

其随机分配比例往往是不同的，而大多数临床试验是按时间47 

顺序招募的受试者，如果某个基线协变量为预后因素，且该48 

变量在不同时间段入组的受试者间差异较大（例如呼吸道发49 

病的基线症状在冬季要比夏季往往更严重），采用简单随机50 

分配则可能导致该基线协变量在入组受试者中的组间分布51 

不均衡（例如试验组在冬季入组的病例更多一些，造成试验52 

组的基线症状平均水平更严重一些），从而影响组间疗效比53 

较的评估。 54 

(二)  区组随机 55 

区组随机是指将受试者在每个区组内进行随机分配的56 

过程,区组长度（区组内计划入组的受试者数）可以相同也可57 

以不同。需注意区组的大小要适当，一方面，区组长度应大58 

于治疗组数，但太大易造成组间分配不均衡；另一方面，区59 

组长度太小则易造成同一区组内受试者分组的可预测性，例60 

如双盲试验中当有受试者因不良事件而紧急破盲后，同一区61 

组的剩余受试者的组别有较大可能被猜到；对于开放的临床62 

试验，同一区组最后一位入组受试者的组别可以轻易在入组63 

前获知。因此研究者及相关人员应对区组长度保持盲态并且64 

可以采取在同一研究中设置多个区组长度以尽可能减少分65 

组的可预测性，这在开放的临床试验中尤为重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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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简单随机相比，区组随机可以使同一时间段同一区组67 

内的受试者在各治疗组间的分配比例符合预设要求。当受试68 

者特征可能随入组时间变化时，且完成所有受试者入组所需69 

的时间较长，区组随机分配有助于减少季节、疾病流行等客70 

观因素对疗效评价的影响，也可减少因方案修订（例如入选71 

标准的修订）所造成的组间受试者比例失衡。 72 

当随机分配结束时，如果某区组实际入组的受试者小于73 

该区组长度，则称该区组为碎片区组。如果碎片区组的数量74 

较多，可能破坏随机分配比例和基线均衡性，应尽可能减少75 

或避免碎片区组。 76 

(三)  分层随机 77 

如果药物的治疗效应受到一些基线特征（例如受试者的78 

病理诊断、年龄、性别、疾病的严重程度、生物标记物等）79 

的影响时，可按这些特征先进行分层，然后在每层内再进行80 

随机分配（即总的随机分配将通过对所有分层的随机来实81 

现），以保持层内的组间均衡性。在分层基础上如果再对各层82 

内实施区组随机分配，则该随机分配被称为分层区组随机。83 

如果分层随机分配所构成的各个层内的样本量不能事先确84 

定，建议采用分层区组随机（即在每个层内采用随机区组分85 

配）。 86 

分层随机分配的优点在于它能确保由分层因素所构成87 

的各个层内的受试者都是随机分配到各个治疗组的，从而保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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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层因素在组间的均衡性。在每个层内的所有非分层因素89 

的协变量在各个治疗组之间也倾向于均衡。 90 

如果分层因素较多，当随机分配结束时，可能会导致某91 

些层上的受试者均在一个组别中，从而影响统计分析结果；92 

另外，过多的分层因素可能造成其他因素在治疗组间的不均93 

衡，因此申办者应就分层因素的选择提供依据以表明分层因94 

素选择的合理性，应注意避免选择并不重要的分层因素而忽95 

略其他重要因素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情形。当使用分层随机96 

分配时，应当在统计分析时对分层因素加以考虑。 97 

(四)  适应性随机 98 

适应性随机又称为动态随机，是指根据前面受试者的信99 

息来调整当前受试者被分配到不同治疗组概率的随机分配100 

过程。与上述随机分配方法不同的是，适应性随机分配对当101 

前受试者的随机分配需要基于已随机化受试者的信息。适应102 

性随机包括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等。 103 

适应性随机分配通常需要复杂的编程来实现算法，而不104 

是固定的随机分配列表。当使用适应性随机分配时，常需要105 

使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才不会增加 I 类错误率。申办者106 

应谨慎使用适应性随机，若采用，应说明采用适应性随机的107 

合理性，统计分析建议采用随机检验，申办者应对随机过程108 

和程序进行存档。 109 

1. 协变量适应性随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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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是指受试者的分配，部分或者完111 

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基线特征以及之前所纳入的受试者的基112 

线特征。常见的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是最小化法，即在每113 

次确定新的受试者的治疗分配概率时，最小化治疗组间的协114 

变量差异。 115 

与分层随机分配相比，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能均衡更116 

多的协变量，但过多的协变量可能导致随机分配的变异减少，117 

当样本量较小时，可预测性将明显增加，随机分配被破盲的118 

风险增大。对于小样本临床试验应谨慎使用协变量适应性随119 

机分配，并严格控制参与适应性随机分配的协变量个数。另120 

外，在了解受试者的相关协变量信息之前，协变量适应性随121 

机分配无法对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而分层随机分配的整个122 

随机分配列表可以预先生成，有助于预先包装处理。  123 

2. 应答适应性随机  124 

应答适应性随机是指新纳入的受试者的分配概率根据125 

已入组受试者的结局而改变，适合能较快确定临床结局的试126 

验。常见的应答适应性随机的技术是“赢者博弈规则”。 127 

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是存在争议的，一些研究者认为，128 

对不能得出结论的期中分析结果不能被用于改变正在进行129 

的试验的随机分配；同时现有的用于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的130 

统计分析方法，都基于一些难以验证的假设。 131 

三、 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的实施和管理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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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临床试验的完整性，随机分配的方法和过程中133 

必要的细节（例如随机分配比例、分层因素等要素），设盲方134 

式（双盲、单盲或者开放标签）和盲态维护方式（例如紧急135 

破盲流程以及破盲受试者后续的处理和评价，锁库后揭盲步136 

骤，研究过程中可以接触揭盲信息的人员管理等）应在方案137 

中阐明，但对容易猜测分组的随机分配的细节（例如种子数、138 

区组长度等）不应包含在试验方案中。对于单盲或开放试验，139 

需在方案中提供合理的依据和解释，并描述为减少偏倚所采140 

取的措施。此外，应由专业人员根据临床研究方案设定随机141 

分配参数配置文件，并在此文件中给出随机分配实现的必要142 

细节（例如：随机分配方法、随机分配比例、分层随机中的143 

分层因素以及区组随机中的区组大小等）。如果使用区组随144 

机分配，应在随机分配参数配置文件中规定区组大小，不应145 

在方案中描述区组的大小，参与试验的相关人员不应知晓区146 

组大小。  147 

正确实施随机分配和设盲是避免临床研究产生偏倚的148 

重要保障，所以通常要建立一套标准操作流程（SOP）来指149 

导随机分配的实施和盲态的管理。在临床试验的具体实施中，150 

对随机分配的实现主要是通过随机分配列表和随机分配系151 

统（通常为交互式应答系统）。 152 

临床试验的随机分配列表记录了受试者随机分配的治153 

疗组，在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列表应该是一份独立的文件，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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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在临床试验开始前，根据临床155 

研究方案和专业人员提供的随机分配参数配置文件来生成。156 

随机分配列表的生成需满足可重现性且唯一的要求。为了保157 

持试验的完整性并避免随机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倚，正式随机158 

分配列表的生成（包括开放标签）通常须由第三方外包公司159 

的专业人员或申办者防火墙内专业人员来完成，防火墙内专160 

业人员须与项目保证完全独立，同时建议申办者有合理的组161 

织架构和流程确保防火墙内专业人员的独立性。正式随机分162 

配列表、随机种子数应在对应的严格限定权限的电子系统中163 

存档，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严格保密和封存。在临床操作164 

中，研究者应严格遵循随机分配系统的安排，任何偏离都应165 

该如实记录，以待锁库前进行评估。值得注意的是适应性随166 

机分配中的随机分配列表仅仅起到遮蔽作用，真正的随机分167 

配是由随机分配系统根据已入组的受试者信息产生的。  168 

随机分配系统是根据随机分配列表在研究过程中进行169 

随机分组的关键性系统工具。在关键性研究中使用的随机分170 

配系统应经过系统验证。对于采用随机分配的注册研究，申171 

办者有责任确保在研究结束后，可以通过随机分配列表与随172 

机分配系统对随机分配过程进行重现。适应性随机需通过与173 

选用随机分配方法匹配的计算机程序与随机分配系统来实174 

现。适应性随机分配中包含的适应性随机调整的元素，也应175 

由第三方外包公司的专业人员或者申办者防火墙内专业人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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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完成随机种子的选择，并进行存档，在整个临床试验过177 

程中严格保密。申办者应确保适应性随机化过程的可重现。 178 

为了保证随机分配系统可以按预定的随机分配方法进179 

行分组，在临床研究开始前，建议参与临床试验的相关人员180 

使用测试用随机分配列表或测试用适应性随机程序进行该181 

系统的用户验收测试（UAT）。  182 

对于开放临床试验，为避免偏倚的产生，不应在数据锁183 

库前根据实际分组进行疗效分析。 184 

在盲态研究中，除上述章节中描述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列185 

表外,另外还需有一份单独的药物编码随机表以进行研究药186 

物的编盲。研究药品需按照方案规定的方法和说明进行包装。187 

药物编码随机表的生成和维护、药物随机分配系统的建立和188 

测试可遵循前述章节同样的方式。同时由于在盲态研究中还189 

需对研究药物进行编盲，为避免在盲态研究药物的供应管理190 

过程中出现对临床研究参与人员的破盲，申办者应在 SOP 中191 

制定相关流程规范并详细规定所使用的药物标签格式、参与192 

贴药物标签的生产人员组成、药物标签的管理存档、研究中193 

心药物供应和补充的规则等。 194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需进行揭盲分析（例如阶段性疗195 

效或安全性分析、期中分析等），建议在临床试验方案中规定196 

进行揭盲分析的人员和流程，并对如何管理揭盲后信息进行197 

说明。同时，对于临床试验中任何的揭盲行为（包括临床研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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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程中的揭盲，和临床研究结束后的正式揭盲）均应保留199 

相应的记录并存档。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揭盲原因、揭盲数200 

据内容、揭盲人员、揭盲申请批准记录等。  201 

研究结束后，申办者需将上述随机分配列表生成和管理202 

的相关记录文档、药物编码生成和管理的相关记录文档、揭203 

盲相关记录文档归档以备监管机构审核。根据 ICH E3 的要204 

求，在临床研究报告附件中应递交随机方案和编号（包含受205 

试者编号、随机编号、分配的治疗组别等）。    206 

四、 其他考虑 207 

(一) 试验设计时的相关考虑 208 

申办者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合理选择随机分配方法，209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为较好实现整体平衡的210 

随机分配方法，研究是否存在季节性，分层因素的选择是否211 

合适以及分配比例等。 212 

在试验设计时，申办者应决定随机分配形式，即采用中213 

央随机还是局部随机，并在随机化方案中明确其合理性。中214 

央随机是指所有研究中心利用同一随机编码表进行随机化；215 

局部随机是对每个研究中心（医院）单独进行随机化（相当216 

于把研究中心作为第一分层因素的分层随机）。当中心较多217 

或试验为开放试验时，不建议采用局部随机。 218 

(二) 随机分配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219 

在随机分配实施过程中应确保受试者使用正确的研究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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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随机分配实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随机221 

分配实现的方法与事先指定的方法应一致；随机分配算法的222 

正确性；对于分层随机分配，研究人员在招募时应确保提供223 

正确的分层信息；执行随机分配的相关人员应注意正确处理224 

分配信息。随机分配实施的说明文件应尽可能的预测可能的225 

人为错误类型并提前制定可以减少其发生频率的措施。建议226 

在试验开始之前检查随机分配的详细信息，审查最终的随机227 

编码，并通过测试模拟受试者入组预防随机化实施错误。 228 

值得注意的是，随机分配错误有时可能直到试验结束才229 

发现，建议在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仔细监测随机分配过程。230 

对于适应性随机分配，由于受试者的分配与前面已经入组受231 

试者的相关信息，所以应该仔细核对受试者分配时的相关信232 

息。 233 

申办者在试验过程中会持续收集数据，对于申办者产生234 

随机分配列表或申办者保存随机分配列表的情况，应成立相235 

应随机化文件防火墙，严禁申办者在试验过程中利用随机分236 

配列表对数据进行分组分析。 237 

(三) 统计分析 238 

统计分析模型往往与所采用的随机分配方法有关，例如239 

采用分层随机分配时，模型中应考虑分层因素。当申办者不240 

能确定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模型是否适合该研究所采用的随241 

机分配方法时，应考虑采用稳健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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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243 

(四) 与监管机构的沟通 244 

当申办者与监管机构沟通关键性临床研究方案时，鼓励245 

申办者就临床试验设计中随机分配的关键问题与监管机构246 

进行沟通，沟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随机分配方法选择的合247 

理性、盲态保持、期中分析、I 类错误控制等方面。 248 

当申办者计划采用适应性随机分配时，鼓励在沟通方案249 

时与监管机构就适应性随机分配相关内容进行沟通。进行沟250 

通前，申办者应向监管机构预先提供试验方案等相关资料。 251 

在试验过程中，当随机分配发生重大变更时应与监管机252 

构进行讨论，以确保这些变更符合法规要求并提供变更的充253 

分依据。同样，在随机分配执行过程中遇到系统性问题时，254 

应充分评估随机分配问题对试验可能造成的影响。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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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287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288 

中文                     英文 

简单随机 Simple Randomization 

完全随机                 Complete Randomization 

区组随机                 Block Randomization 

分层区组随机             Stratified Block Randomization 

适应性随机               Adaptive Randomization 

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     Covariate Adaptive Randomization 

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       Response Adaptive Randomization 

赢者博弈规则             Play-the-Winner, PW 

随机检验                 Randomization Tests 

随机分配参数配置文件     Randomization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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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对受试者进行随机分配可以使受试

者的基线特征在治疗组间分布趋于均衡，如果未严格按照随

机分配结果执行方案中的治疗，可能对临床试验结果造成严

重偏倚。随机化与盲法结合有助于避免因受试者分配的可预

测性而导致可能出现的偏倚。 

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了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

法、随机分配的实施等方面内容，旨在对药物临床试验中如

何对随机分配正确地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导性建议。 

二、起草过程 

（一）起草前期调研论证情况 

自 2021 年 1 月正式启动，通过对国际其他监管机构已

发布的指导原则进行调研，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随机分配相

关的指导原则。指导原则起草小组通过查阅文献、与三方学

术协调委员会专家充分讨论，了解当前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化

实践中的共性问题，明确起草目的，有针对性的撰写指南内

容。 

（二）指导原则制定或修订情况 

本指导原则起草小组基于药审中心与南方医科大学战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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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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建立的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由学术界、制药工业界

和监管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保证了本指导原则高效、高质量

完成。 

本指导原则自 2021 年 1 月正式启动，分别于 2021 年 3-

7 月召开了 3 次专家研讨会，对指导原则初稿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和交流，并经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与审核，形成本征

求意见稿。 

参与制订本指导原则的专家名单见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三、起草思路 

根据 ICH E3 的要求，在临床研究报告附件 16.1.7 中应

递交随机方案和编号（分配的患者标识和治疗方法）。 

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良好操作的随机分配是保证治

疗组间基线均衡的基础，并为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和统计推

断提供依据。国内外监管机构尚未发布随机分配相关指导原

则，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可为支持药品上市为目的的确证性临

床试验和非注册为目的的临床试验对随机分配进行正确的

设计和实施提供参考。 

四、主要内容 

本指导原则就随机分配的定义、常用随机分配方法和具

体实施和管理等方面内容加以阐述，对申办者如何正确的设

计临床试验随机分配以及正确实施随机分配提供指导性建

议。全文包括概述、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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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随机分配的实施和管理、其他考虑、参考文献以及附

录等内容。 

（一）概述 

阐述了本指导原则的起草目的和适用范围。 

（二）药物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 

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包括简单随机、

区组随机、分层随机和适应性随机。 

详细的介绍了不同随机分配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三）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的实施和管理 

阐述了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操作过程中具体实施及规

范要求。其内容包括随机分配细节、设盲方式、分配列表的

生成、随机分配系统的使用以及随机分配相关文件的记录和

保存等。 

（四）其他考虑 

阐述临床试验设计的相关考虑、随机分配实施中的注意

事项、统计分析方法的考虑以及与监管机构的沟通。 

（五）参考文献 

提供了本指导原则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附录 

提供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附录 

参与制订《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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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的专家名单 

主要执笔人：衡明莉、闫波、赵耐青、贺佳、张慧 

外部专家：刘晓妮 

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陈平雁、王骏、狄佳宁 

（其余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秋珍、王武保、王勇、尹平、田正隆、闫波、李康、

何崑、陈刚、陈杰、陈峰、欧春泉、赵耐青、贺佳、郭翔、

谭铭 

秘书：吴莹、段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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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反馈表 

 

单位/企业名称 

填写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修订的位置 

（页码和行数）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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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参与药用辅料蔗糖标准有关情况调研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dw/ywdtfl/16410.jhtml          时间: 2021-09-13 

 

各相关单位： 

  根据国家药典委员会相关工作安排，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检定

所（以下简称“中检院辅料包材所”）牵头并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和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展《中国药典》药用辅料蔗糖标准提高工作。为使标准更加严谨、

适用，中检院辅料包材所特公开开展相关调研。 

  我委鼓励蔗糖的生产和使用单位（企业）积极参与调研、反馈意见建议，以及后续标准

制定和研讨工作。具体信息可关注如下链接： 

  https://www.nifdc.org.cn/nifdc/xxgk/ggtzh/tongzhi/202109090822293976.html 

  联系人: 李樾 

  联系电话：010-670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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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8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24cbea7b9ce702f48196eb8f80d5479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13 日 

  为解决临床儿童用药紧缺问题，鼓励药物研发者研发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和规格等，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

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9 月 3日 

 

 

附件 1：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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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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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 3 

二、常见改良情形 ................................................................................. 4 

（一）开发/扩展儿童应用 .................................................................. 4 

1、由成人应用扩展至儿童应用 ...................................................... 4 

2、扩展新的儿童应用范围 .............................................................. 4 

（二）改良儿童制剂 .......................................................................... 5 

1、改变剂型 ..................................................................................... 5 

2、改变规格 ..................................................................................... 5 

三、临床研究设计考虑 .......................................................................... 6 

（一）基本原则 .................................................................................. 6 

（二）具体考虑 .................................................................................. 7 

四、需关注的问题 ................................................................................. 8 

（一）改良制剂的临床优势评价 ....................................................... 8 

（二）多目标同时优化制剂特征 ....................................................... 9 

（三）新复方的开发 ........................................................................ 10 

（四）特殊或复杂剂型的考虑 ......................................................... 11 

（五）鼓励沟通交流 ........................................................................ 12 

五、参考文献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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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为儿童患者提供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适合于不同年

龄阶段患儿使用的药品是儿童用药开发的目标。在已知活性

成分药品基础上优化出具有明显儿童临床优势的改良型新

药是拓展儿童应用的常见选择。鼓励以我国儿科临床需求为

导向，根据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儿科临床实践需要，在已知

活性成份药品基础上，开发/扩展儿童应用，如增加儿童适应

症，或者对已有儿童制剂进行改良，如开发儿童适宜剂型，

以更好的满足我国儿科临床用药需求，改善儿童给药便利性，

提升儿科临床诊疗效果和用药安全。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是在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基础上，针

对儿童用改良型新药的临床研究提出建议。增加儿童用规格

等的补充申请，也可参考本指导原则中的建议。 

本指导原则着重阐述目前常见的改良情形、相应的临床

研究设计考虑，并提出需关注的问题，有关改良型新药临床

研究的一般要求、与年龄相关的剂型开发要求、儿童药物临

床研究的设计方法等请参考《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

技术指导原则》《儿科人群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成人用药数据外

推至儿科人群的技术指导原则》《真实世界证据支持儿童药

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试行）》《儿童用药（化学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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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开发指导原则（试行）》《儿科用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以及 ICH E11（R1）用于儿科人群的医学产品

的药物临床研究指南。 

本指导原则是基于当前研发实践的总结，仅代表药品监

管机构现阶段的观点和认识，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实践经

验的积累，将不断完善本指导原则的内容。 

二、常见改良情形 

（一）开发/扩展儿童应用 

1.由成人应用扩展至儿童应用 

在已批准的成人适应症基础上进行改良，开发儿童人群

的应用，为满足儿童应用目的，同时改变剂型、规格等制剂

特征。也适用于大龄儿童用药向低龄儿童扩展。 

案例 1：已批准用于成人的吸入用糖皮质激素，规格为

每揿 400μg。申请扩展至 6 岁及以上儿童应用，同时增加适

宜儿童应用的规格（如每揿 200μg）。 

案例 2：已批准用于成人的抗过敏药，剂型为片剂。开

发同活性成份药品，用于 1 岁及以上儿童，同时改剂型为口

服溶液，并开发适宜儿童应用的单剂量包装规格。 

2.扩展新的儿童应用范围 

在已批准的儿童应用范围基础上进行改良，增加儿童新

适应症，扩展儿童应用年龄段，优化儿童剂量方案等，为满

足新的儿童应用目的，同时改变剂型、规格等制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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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已批准用于 12 岁及以上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抗精神病药，剂型为片剂。开发同活性成份药品，在原批准

儿童应用范围基础上增加新适应症，用于 3 岁及以上儿童孤

独症激越症状的控制，同时改剂型为口服溶液。 

（二）改良儿童制剂 

在已批准的可供儿童使用的药品基础上进行改良，改良

制剂不超过已批准的儿童适应症范围。 

1.改变剂型 

鼓励根据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和疾病诊疗需要，开发儿童

适宜剂型类的改良制剂。 

此类改良的临床价值判断遵循以下原则：减少给药创伤

或避免侵入性，如注射剂改为口服制剂；提高治疗依从性或

给药便利性，如口服固体制剂改为口服溶液剂、单日多次给

药普通片改为减少给药次数的缓释片；避免误服、错服、窒

息等潜在风险，如泡腾片改为口服溶液剂。 

案例 4：已批准用于 6 岁及以上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的药品，剂型为片剂，每日口服 3 次。开发同活

性成份的缓释片，每日口服 1 次。 

案例 5：用于儿童手术及操作前镇静/抗焦虑的药品由注

射液改为口服溶液（带矫味）。 

2.改变规格 

鼓励在符合我国已批准的儿童用药说明书用法用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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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结合我国儿科临床实际需要，开发适宜规格，提高给

药时的计量准确性和给药便利性，减少不必要的药品浪费和

污染。通常，此类改良同时涉及改变剂型等制剂特征。 

此类改良的临床价值判断遵循以下原则：与单次给药剂

量相同；与长期维持治疗中的固定给药剂量相同。 

案例 6：用于 6 岁及以上儿童 ADHD 的药品，剂型为片

剂，已批准规格 5mg/片，维持治疗剂量为 20mg/次，需同时

口服 4 片。开发同活性成份口崩片，同时增加 20mg/片规格。 

三、临床研究设计考虑 

（一）基本原则 

对于儿童用改良型新药，在临床研究设计中，同样需遵

循儿童药物临床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尽可能利用已有研究证

据，减少在儿童中开展不必要的重复研究。 

开展儿童临床试验应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研究设计需严

格围绕研究目的，不应在儿童中开展明显缺乏治疗获益或安

全性风险难以预期的临床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用药的

剂量探索，建议采用模型/模拟进行预测，获得拟定剂量后再

在儿童中开展小规模的验证研究，不提倡在儿童中进行研究

目的不明确的剂量探索研究。 

鼓励在改良型新药开发中合理应用临床药理学/定量药

理学研究方法。例如，采用临床药理学/定量药理学研究方法

描述改良制剂的体内药代动力学特征，提供生物利用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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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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性数据，比较与原制剂间体内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异同，

为临床治疗特征的桥接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具体考虑 

1.开发/扩展儿童应用：此类改良所包含的情形，通常涉

及该活性成份已获得的临床研究证据尚不足以充分支持其

用于新的目标儿童人群的治疗范围，因此，需开展新的目标

儿童人群的临床试验。 

对于适应症由成人向儿童或大龄儿童向低龄儿童扩展

的情形，重点关注目标治疗人群与已批准应用人群之间在疾

病病因和病理生理过程方面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

索目标治疗人群的给药剂量，并通过后续的临床试验结果确

证在目标治疗人群中的获益与风险，同时，根据目标治疗人

群的给药剂量和用药习惯，开发适宜的剂型和规格。 

对于在已批准儿童应用的基础上扩展儿童应用范围的

情形，重点关注不同疾病间的治疗反应和可能的药物组织分

布差异，从而研究和探索不同适应症之间是否存在剂量差异，

再根据新应用范围的研究结果确定是否增加新规格便于准

确给药。 

上述改良情形一般需要围绕改良目的开展临床试验，提

供该活性成份在新的儿童治疗范围使用的研究证据，支持获

益风险评估。涉及成人数据外推或大龄儿童向低龄儿童数据

外推时，可以参考《成人用药数据外推至儿科人群的技术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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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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原则》中建议的策略。 

2.改良儿童制剂：此类改良所包含的情形，主要涉及改

良后是否带来体内药代动力学的变化。 

对于改良后涉及体内药代动力学变化的情形，例如，改

良给药途径和释药行为（缓控释制剂），可以采用良好设计

的临床药理学/定量药理学研究方法，描述改良制剂体内临床

药理学过程，基于剂量-暴露-效应关系等，探索改良制剂的

适宜给药方案，并进行验证。 

对于改良后不涉及体内药代动力学变化的情形，通常可

以接受原有的剂量-暴露-效应关系，可不再开展额外的临床

研究，基于药代动力学研究桥接原制剂临床获益风险评估结

果。对于明确不涉及改变体内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变化，例如，

改变规格或改变口味，可以考虑采用体外药学研究或者非临

床研究支持评价的可能性。 

另外，对于改良儿童制剂，如果涉及由原剂型换为改良

剂型，需提供支持合理换药方案的证据。 

四、需关注的问题 

（一）改良制剂的临床优势评价 

儿童用改良型新药在临床价值判断方面与改良型成人

用药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在成人应用中，片剂改为口服溶

液通常不被认可具有明显临床价值，但在低龄儿童应用领域，

可视作具有临床价值的改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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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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应用范畴之内，对于临床价值的判断也并非完全

一致。例如，不同年龄段儿童各有其较为适宜的剂型类别，

但是，剂型的适宜性并非仅依据年龄段进行划分。注射剂的

侵入性给药特征决定了其通常并非儿童用药剂型开发的首

选，但是，针对口服配合困难的婴幼儿，或无法口服的危重

症或急症患儿，注射剂剂型是可被接受的。 

具备临床价值并非等同于认可临床优势，临床优势的判

断仍需结合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程度，以及与已有上市剂型

的比较等，进行综合考虑，并且可能随着临床诊疗方式的进

步及药品类型的逐步丰富，临床优势判断标准会发生变化。 

（二）多目标同时优化制剂特征 

一个改良制剂可能同时涉及多个方面的改良。对于儿童

用改良型新药，鼓励在一次改良开发过程中，兼顾与儿童应

用相关的多方面优化，例如，增加儿童适应症的同时，开发

适宜该年龄段患儿使用的适宜剂型、适宜规格和适宜口味等。 

鼓励通过适当的矫味方法改善儿童制剂口味，以提高儿

童服药的依从性和舒适性。考虑到个体喜好难以标准化，故

无需在口味类别之间（如草莓味和苹果味之间）进行优劣比

较。 

对于供儿童服用的口服溶液剂型，通常，单剂量包装利

于保证剂量的准确性，减少药液暴露污染的风险。在涉及较

长期服药或者涉及合并症的疾病领域，通过改变口服溶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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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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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减少药物对儿童器官发育或生理代谢的影响，也是具

有临床意义的。例如，将糖浆改为不含糖（或糖含量低）的

口服溶液，以减少患儿龋齿发生风险，也便于合并血糖异常

的患儿使用。 

另外，在针对儿童应用的改良中，通过去掉潜在毒性基

团优化已知活性成分的结构，或者去除或减少儿童使用具有

潜在安全性风险的辅料，在不改变药物临床治疗范围和给药

剂量的前提下，提高药物安全性，也是具有临床意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改变口味、改变包装规格、改变溶剂或

改变部分药学制剂特征通常难以作为单独改良目的满足明

显临床优势的要求，但由于其具备明确临床价值，鼓励企业

在儿童用改良型新药的研发中予以关注，多目标同时优化制

剂特征。 

（三）新复方的开发 

不鼓励在缺乏明确的临床需求及药物联合使用证据的

情况下，开发儿童使用的复方制剂。 

此类改良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复方各成份在儿童体内的

临床药理学过程已明确，用于儿童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已

确证，儿童用法用量已确定；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支持复方中

各成份组成及剂量搭配的临床必要性和剂量合理性，证据来

源包括药物临床研究、已被广泛认可且临床正在执行的诊疗

指南、用药指南和专家共识等文件、公开发表的文献；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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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份单药的联合使用无法满足临床治疗需要，或存在明显

的给药便利性问题。 

以通过合并各成份单药以减少分别给药为目的的复方

开发，例如，由一次口服三种片剂各 5mg 改为一次口服含有

三种片剂成份各 5mg 的复方，通常不被认可具有临床价值，

除非有充分证据支持疾病的特殊性及采用“鸡尾酒疗法”的

必要性。 

（四）特殊或复杂剂型的考虑 

儿童用改良型新药的开发可能涉及特殊或复杂剂型，相

比于成人应用，开发儿童应用的特殊或复杂剂型需要额外考

虑诸多儿童生长发育特征及用药习惯等因素，这些因素不仅

影响临床价值和临床优势的判断，同时也是临床研究中需要

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儿童用经口吸入制剂，需要考虑到

儿童呼吸道及肺部器官成熟度对空气动力学的影响、肺活量

随着生长发育的变化，以及儿童对于吸入器械的配合度等因

素。例如，儿童用透皮贴剂，需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儿童皮肤

状况（部位、厚度、吸收度等）、贴合度是否会受到运动的

影响、儿童使用是否存在更高的暴露污染风险等因素。 

因此，开发涉及特殊或复杂剂型的儿童用改良型新药时，

应以符合儿童生长发育特征及用药习惯为前提，研究设计应

纳入儿童特征考虑，并最终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在儿童中应

用的预期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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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沟通交流 

儿童用改良型新药的开发离不开对我国儿科临床实践

信息的了解。为提高研发效率，减少无效申报，鼓励企业积

极与我国儿科临床专家进行沟通，掌握临床需求信息，确立

科学合理的改良目的。同时，针对具体开发项目，欢迎企业

与药品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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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

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37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b0f84e0627bf8d61470246373c36c70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13 日 

      为解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治疗药物缺乏，鼓励和推动 ADHD药物研发，规范临床研究设计，提供

可参照的技术规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

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

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9月 3日 

 

附件 1：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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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b0f84e0627bf8d61470246373c36c70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68517ae448123586a845e483f3417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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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发育障碍，起病于

童年期，影响可延续至成年，其主要特征是与发育水平不相

称的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ADHD涉及全生命周期的

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学习、家庭和社会生活，还容易导致

持久的行为和心理问题，存在损害个人或公共利益的隐患。 

ADHD属于儿童常见精神障碍，但目前临床可用于

ADHD的药物十分有限，仅有中枢兴奋剂，以及以选择性去

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和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为代表

的非中枢兴奋剂。随着全球儿童健康卫生产业的发展，研发

更多更好的ADHD新药是临床的迫切需求，也是制药企业为

之努力的方向。为鼓励和推动ADHD药物研发，规范临床研

究设计，特制定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在我国研发的ADHD创新药，着

重对确证性临床试验设计的考虑要点提出建议，供企业和临

床研究单位参考。需要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的ADHD改良型

新药，以及需要开展验证性临床试验的仿制药，也可以参考

本指导原则中技术标准进行试验方案设计的考量或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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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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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本指导原则时，应同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

际协调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和其他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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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当前的观点和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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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HD 为儿童期起病的疾病，且儿童为主要患病者，因

此，建议企业在研发 ADHD 药物时，首先进行以儿童 ADHD

患者为目标治疗人群的临床研究，之后，可通过适当的研究

扩展治疗人群至成人 ADHD 患者。 

对于一般创新药，以儿童为受试者的临床研究通常启动

较晚，如在获得成人患者初步疗效证据后再考虑进入儿童患

者研究，且健康儿童的药代动力学数据通常不作为必须要

求。ADHD药物研发有所不同，建议在获得充分的健康成人

药代动力学和耐受性研究结果之后，尽早进入儿童直接参与

的研究阶段，在儿童ADHD患者中完成药代动力学研究和全

面的剂量探索与疗效确证研究，安全性证据也应从儿童

ADHD患者中直接获得。 

ADHD 是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临床按照慢性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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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进行管理，应用长期治疗计划。因此，建议 ADHD 药物

在批准上市前提供至少 6 周的短期疗效研究证据和至少 6 个

月的维持疗效研究证据，以及至少 1 年的长期安全性研究证

据，并且，建议在上市后进行长期安全性随访研究。 

根据 ADHD 疾病特征及目前对于 ADHD 药物研发的认

识，在观察患者临床症状缓解的同时，应特别关注药物对患

者功能损害的改善作用。因此，在 ADHD 药物的临床研究中，

将症状改善纳入主要疗效终点分析的同时，功能改善的评估

应作为关键次要终点进行观察，特别是在维持疗效研究中。 

三、儿童 ADHD 患者为受试者的确证性试验设计考虑要

点 

（一）受试者选择 

1.人群特征 

学习能力损害是儿童 ADHD 患者的主要症状表现，因此，

建议纳入已进入学校进行学习活动的儿童 ADHD 患者。 

建议同时纳入男性和女性儿童 ADHD 患者。基于目前研

究，虽然 ADHD 在男性中的发病率高于女性，比例约为 5:1，

但两性间在病因、病理机制、临床症状表现等方面并无本质

差异。 

根据临床实践，4 岁以上儿童即可进行 ADHD 症状筛查

和评估。但是，对于不满 6 岁的 ADHD 患者，药物治疗并非

首选治疗方式，而仅在症状造成多方面显著不良影响时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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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用药物治疗。试验中使用的部分量表工具也缺乏 6 岁以

下儿童应用的信效度证据。因此，建议选择 6 岁至不满 18

岁的儿童 ADHD 患者为受试者。如果计划纳入不满 6 岁的儿

童患者，需提供充分的依据。不建议纳入 4 岁以下儿童患者。 

2.主要筛选标准 

建议在儿童 ADHD 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筛选中，同时进

行医生临床诊断、研究者评定确认诊断和观察者评定。 

建议采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诊断系统进行

儿童 ADHD 诊断（医生临床诊断）。如果选择其他诊断系统，

需提供选择依据。 

建议研究者采用学龄期儿童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定

式访谈问卷（Kiddie Schedule for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Schizophrenia for School- Aged Children–Present and Lifetime 

Versions，K-SADS-PL）进行评定，确认临床诊断。 

在观察者评定中，研究者可以采用定式访谈或半定式访

谈方式从父母/监护人（或教师）处采集信息，获得对患者的

症状评估。基于我国实际诊疗环境及试验条件，观察者评定

通常由“家长/监护人”参与，当“家长/监护人”无法参与时，可

以通过教师获得相关信息。 

建议采用基于 DSM 系统开发的、已被广泛验证的量表

进行观察者评定，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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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RS，ADHD-RS）

父母评分版和教师评分版，或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筛查量表

（Swanson,Nolan and Pelham Rating Scales，SNAP）父母评

分版和教师评分版。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定量表（ADHD-RS）是由 DuPaul，

Power 等人编制，直接来源于 DSM 的 l8 项症状学标准，目

前已更新至 ADHD-RS-IV。该量表包括父母版和教师版，版

本内容相同，均由 18 个条目组成，包括 9 个注意缺陷条目

和 9 个多动冲动条目，采用四级计分：“无”记 0 分、“有时”

记 1 分、“经常”记 2 分、“总是”记 3 分。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筛查量表（Swanson,Nolan and Pelham 

Rating Scales, SNAP）是由 Swanson 等根据 DSM 中的 ADHD

诊断标准制定，目前已更新至 SNAP-IV。该量表包括父母版

和教师版，版本内容相同。根据条目数不同，分为 18 个条

目的 SNAP-18、26 个条目的 SNAP-26，以及更多条目的

SNAP-40 和 90 等。SNAP-18 的条目来自 DSM 中 18 条诊断

标准。SNAP-26 包括 3 项因子分：注意力不集中（条目 1～9）、

冲动/多动（条目 10～18）、对立违抗（条目 19～26）。SNAP-40

包括 9 项因子分：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多动、对立违抗、品

行障碍、焦虑、抑郁、抽动障碍、学习问题、人际关系。量

表采用四级计分：“从不”记 0 分，“偶尔”记 1 分，“经常”记 2

分，“总是”记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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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量表在评估维度方面有重叠，表现在“注意力”和

“多动冲动”评估条目完全相同，均来自 DSM 中 18 条诊断标

准，用于评估 ADHD 症状，而 SNAP 相比于 ADHD-RS，还

增加了对共患病、功能损害、精神病性症状等的评估。这两

个量表均已广泛应用于在境内外开展的儿童 ADHD 药物临

床试验中，且其中文版（父母版和教师版）已被证实具有可

靠的信效度。 

为确保对疗效变化进行敏感观察，通常会选择基线时疾

病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患者，例如：ADHD-RS-IV 量表，男

性总评分≥25 分和女性总评分≥22 分；SNAP-IV-18 量表总评

分≥26 分。当疾病亚型与临床研究目的相关时，可以考虑在

方案中事先规定亚型的基线评分。 

其他筛选标准还包括：功能评定量表，例如：Weiss 功

能缺陷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疾病严重度（CGI-S）≥4 分，

并排除合并其他精神神经障碍，如焦虑、抑郁、精神发育迟

滞、人格障碍、癫痫等，或可能影响患者情绪行为的严重躯

体疾病，可能增加受试者安全性风险的疾病也应排除，如先

天性心脏病史或心脏手术史、一级亲属 40 岁以下猝死家族

史、劳累时异于同龄人的呼吸急促或晕厥、心悸、心律失常、

心源性胸痛病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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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设计 

1.短期疗效试验 

建议ADHD药物在批准上市前提供至少 6周的短期疗效

研究证据。 

考虑到 ADHD 疾病病因学及病生理特点的复杂性，以及

应用主观评估工具进行疗效评估的多因素影响，对于全新作

用机制的 ADHD 新药，建议至少开展 2 项随机、双盲、安慰

剂对照、平行组设计的临床试验，对短期临床疗效进行确证

及重复性验证。 

对于与已上市的 ADHD 药物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新化

合物，建议至少开展 1 项随机、双盲、三臂（安慰剂对照、

阳性药对照）、平行组设计的临床试验，以证明试验药的短

期疗效优于安慰剂和阳性药，或者短期疗效非劣效于阳性药

但安全性优于阳性药或与阳性药相当。 

根据药代动力学研究结果及剂量探索结果，在确证性试

验中进行适当的年龄段划分，常见的划分方式为“6 岁至 12

岁”和“13 岁至不满 18 岁”两个年龄段。如果药物在不同年龄

段儿童中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没有明显差异，且没有与年龄相

关的特殊安全性风险时，也可以考虑不进行年龄段划分，但

需要关注不同年龄段受试者的分布，试验结果应能够为不同

年龄段受试者提供充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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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疗效试验 

建议至少在 1 项试验中进行至少 6 个月的维持疗效观

察，提供维持疗效研究证据。6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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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有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平行对照试验：可以是短期疗效试验的延续，即扩展期

试验，试验的主要疗效指标与短程试验相同。脱落率和复发

率应作为关键次要疗效指标。 

随机撤药试验：随机撤药试验分为两个试验阶段。第一

个阶段所有受试者均服用试验药物，采用开放、非对照设计，

建议持续治疗时间能够充分识别达到应答标准的受试者。随

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将治疗有效的患者随机分入试验药物组

或安慰剂组，观察两组的复发情况。 

3.长期安全性试验 

按照 ADHD 临床诊疗常规，服药期通常超过 1 年，且至

少在症状和功能完全缓解 1 年以上，才尝试停药。因此，除

了在短期和长期疗效试验中获得的安全性证据之外（还包括

I-II 期试验数据），建议提供在儿童患者中观察期至少 1 年的

长期安全性研究数据。样本量参考 ICH E1 制定。 

在药品批准上市后，建议进行长期安全性随访研究，并

在首个再注册期内，按年度提交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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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指标 

1.有效性评估 

（1）主要疗效指标 

目前，无论是在临床诊疗中还是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对

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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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采用 ADHD-RS 量表（父母评分）或者 SNAP 量表

（父母评分）进行主要疗效终点评估，以治疗观察终点相对

于基线的量表评分变化值作为主要统计学分析对象，其统计

学分析结果作为评价药物疗效的最主要依据。如果同时使用

这两个量表进行疗效评估，在试验方案中，应说明以哪个量

表评分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除以上两个量表之外，还有其他可用于评估 ADHD 症状

的量表工具，若申请人计划选择其他量表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评估工具，需提供选择依据。 

针对主要疗效指标的试验结果，在评估统计学显著性的

基础上，还需评估结果的临床意义，具有临床意义的疗效是

获益/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 

（2）次要疗效指标 

根据研究目的、药物特征和适应症特点等，选择次要疗

效指标及相应评估工具，如功能评定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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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等。 

在长期疗效试验中，患者功能的改善情况应被重点关

注，应将功能评定量表评定设计为关键次要疗效终点。 

建议将 ADHD-RS 和 /或 SNAP 的因子分 ,以及基于

ADHD-RS 和/或 SNAP 计算的有效率纳入次要疗效指标分

析。有效通常代表出现了有临床意义的疗效。有效率通常以

主要疗效指标（量表评分）变化率≥50%（或≥40%）的受试

者百分比来定义。如果使用其他“有效率”定义，应在试验方

案中阐明定义并提供依据。 

2.安全性评估 

在 ADHD 药物临床研究中，需重点关注的安全性评估指

标包括但不限于：生命体征异常、心脏毒性（QT 间期延长）、

内分泌系统不良反应（身高、体重、性成熟、激素水平变化

等）、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困倦、失眠、情绪不稳、焦

虑、精神病性表现、食欲减退、自杀风险、药物依赖或成瘾

风险、反跳和撤药反应等）、脑电图异常。长期安全性研究

中，应重点监测药物对大脑和身体发育的影响。 

四、特殊考虑 

（一）4 岁至不满 6 岁儿童 ADHD 患者试验 

如前所述，如果计划纳入不满 6 岁的儿童患者，需提供

充分的依据。建议在至少已获得了 6 岁至 12 岁儿童患者完

整充分的短期疗效证据后，再考虑扩展至更低年龄段儿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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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用。计划开展 4 岁至不满 6 岁儿童患者试验的企业，需提前

与药审中心进行沟通。 

考虑到临床症状表现、治疗目标以及患者对药物的反应可

能存在差异，低龄患者需要的给药方案及安全性特征可能有所

不同，因此，6 岁及以上儿童患者的临床研究数据无法完全外

推至 4 岁至不满 6 岁儿童患者。需单独开展 4 岁至不满 6 岁

儿童患者的试验，不建议在 6 岁及以上儿童患者试验中同时

纳入 4 岁至不满 6 岁的儿童患者。 

（二）扩展成人 ADHD 适应症 

ADHD 起病于童年期，60%-80%可持续至青少年期，约

50%可延续至成年（≤65 岁）,成为成人 ADHD。因此，在临

床实践中，成人 ADHD 也存在用药需求。 

成人 ADHD 适应症可以在儿童 ADHD 适应症获批后，

通过扩大适应症的方式申报，或者在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儿童

ADHD 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证据后，再考虑成人 ADHD 适

应症的研发。 

由于临床给药方案（剂量递增速度及程度、最大剂量等）

在成人和儿童 ADHD 患者中可能不同，临床研究中应特别关

注药物在不同人群中的药代动力学差异。儿童 ADHD 适应症

与成人 ADHD 适应症的临床研究证据不可进行完全外推。 

若首先开展了完整充分的儿童 ADHD 适应症的临床研

究，且达到批准儿童患者使用的注册标准时，可以仅开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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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DHD 患者短期疗效试验，维持疗效和 1 年及更长期安全

性试验可以作为上市后研究要求。 

（三）安慰剂的使用 

采用安慰剂对照应当谨慎。在 ADHD 临床试验中，设计

安慰剂对照是最佳选择时，才考虑使用安慰剂。通常，短程

试验不会造成可预期的严重后果或不可逆的伤害，因此可以

采用安慰剂对照。 

应结合药物作用机制及可能的潜在风险，在安慰剂对照

的临床试验中，严格执行试验方案规定的退出与终止程序，

最大程度地降低受试者风险。 

（四）数据和安全监察 

临床试验数据监察委员会（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s，

DMCs）也称为数据和安全监察委员会（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s，DSMBs；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Committees，DSM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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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及时、准确地将试验结果反馈到申办方。 

儿童精神疾病患者属于弱势群体，为保证受试者权益，

确保试验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建议在ADHD创新药临床研究

中建立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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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检测指标的应用 

鉴于ADHD疾病病因学及病生理特点的复杂性，迄今为

止，还没有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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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在有合理依据的前提

下，可以考虑将客观检测指标纳入ADHD药物临床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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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83d165520d9ab17004eb10ff39d2c24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16日 

    ICH E6（R2）和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年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均明确提出申办者

应采用系统的、基于风险的方式对临床试验进行监查，并强调了中心化监查的优势。为了指导申办者对中心化

监查的实践与应用，促进临床试验质量核查更加高效。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

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王北琪 wangbq@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 月 16日 

 

 

附件 1：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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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一、 引言 3 

为了保证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权利与安全，临床试验数4 

据的质量与完整，申办者需要对临床试验各个阶段进行监5 

查。临床试验的数据量和复杂性的增加给临床试验监查带6 

来了更大的挑战。ICH E6（R2）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7 

理规范》均明确提出申办者应采用系统的、基于风险的方8 

式对临床试验进行监查，不同情况可考虑采取不同的监查9 

策略，并强调了中心化监查的优势。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的10 

普遍使用以及统计评估方法的引入，为中心化监查的实施11 

提供了条件，其与传统现场监查相结合可提高临床试验的12 

质量和效率。 13 

现场监查是指在开展临床试验的过程中，由申办者代14 

表对研究中心进行实地的评估。现场监查能够通过比对原15 

始记录和病例报告表来发现数据录入错误以及缺失数据；16 

保证研究文件的完整性；评估研究中心的人员对研究方案17 

和相关流程的熟悉程度；评估对方案的依从性和完成研究18 

药品清点等。 19 

中心化监查是由申办者或代表的各职能部门协同从远20 

程使用累积的数据及时地对参与试验的中心进行评估。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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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监查作为现场监查的补充，还能帮助降低现场监查的22 

频率和协助识别潜在问题数据，从而提示现场监查的重点。 23 

目前制药、生物技术公司临床试验监查的主要方法仍24 

旧是定期、频繁地访问临床试验现场，以评估研究者行为25 

和审查登记受试者。与此同时，国内外的临床试验关于中26 

心化监查也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实践。中心化监查方法可以27 

加快质量审核流程，使临床试验质量核查更加高效。同时28 

通过中心化监查核查数据，申办者可以更早地监测到临床29 

运营质量问题，并进行针对性的快速整改。 30 

目前国内对中心化监查的认知、技术研究与应用上还31 

在早期阶段。因此，明确基于风险的监查策略，并制订相32 

应的实施准则十分必要。本指南主要讨论中心化监查中的33 

统计学考虑，重点关注中心化监查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时需34 

考虑的因素，以及监查中风险管理措施可能采用的统计方35 

法，为监查方法的选择和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并进一步指36 

导申办者对中心化监查的实践与应用。本指导原则仅代表37 

当前的观点和认识，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将予以修订完38 

善。 39 

二、 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 40 

申办者应在临床试验的整个运营过程中建立风险管理41 

体系，从而保护受试者安全，保证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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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个临床试验的质量管理。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的43 

建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环节展开： 44 

（一）关键数据和流程 45 

申办者应前瞻性地确定临床试验中的关键数据和关键46 

流程作为质量核心要素（Critical to Quality, CtQ）。临床试47 

验中数据与流程的重要性有一定差别，非关键数据和流程48 

的偶发错误一般不会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论有太大49 

影响。反之，与临床终点有关的一些错误，即使错误本身50 

很微小，也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结果。例如，如果没有依从51 

方案预设的流程，则可能错失某些少有但重要的不良事件，52 

从而对试验结论有重大影响。 53 

以下数据与流程通常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如果它们没54 

有被准确执行、或未被执行、或执行不当，将损害到受试55 

者的权益或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例如： 56 

 知情同意是否恰当获得； 57 

 方案入排标准在招募时的执行情况，尤其是保证受58 

试者权益的标准； 59 

 研究药物记录和管理的流程体系； 60 

 与临床试验有效性终点相关及方案特定要求的安全61 

性终点相关的评估流程体系（如：严重不良事件，62 

死亡，脱落）；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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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临床试验的可靠性、完整性相关的流程体系，例64 

如，盲态保持管理等。 65 

（二）风险评估与沟通 66 

风险评估通常包括识别风险、分析风险，然后实施风67 

险控制（例如建立流程、确定策略，及实践反馈）。早期68 

识别关键数据及关键流程，其核心是为了落实临床试验中69 

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70 

在确定关键数据和流程后，申办者应进行风险评估，71 

以确定可能影响关键数据收集或关键流程实际实施的风险72 

的性质、来源和潜在原因。风险评估包括对风险的定量估73 

计和风险范围的定性描述。在风险评估期间，着重考虑防74 

止或减少关键数据及流程在临床实施、数据收集和最后报75 

告方面可能的重要错误。出于监查目的的风险识别通常应76 

考虑要收集的数据类型、收集这些数据所需的特定手段，77 

以及临床监查中固有的保护受试者权益相关的问题。 78 

风险评估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错误发生的可能性；79 

能检测到的错误的限度；错误对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影响80 

和对试验结果可靠性的影响。申办者应依据风险评估结果81 

制定监查计划（例如，决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监查得到解82 

决），确定最适合应对这些风险的监查活动的类型和强度。 83 

申办者还可以确定哪些风险可以通过监查之外的手段84 

更好地管理，例如修改方案以消除风险来源。申办者需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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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评估新发生的风险，并决定监查方式是否需要调整以86 

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整个临床试验中各方需及时沟通，87 

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所有重要的质量管理措施都88 

应记录归档，从而更好地支持风险审阅与评估。 89 

（三）风险控制 90 

申办者应决定哪些风险需要降低和哪些风险可以接受。91 

用于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方法应与风险的重要性相92 

符。减少风险的措施可纳入方案设计、实施规划、监查计93 

划；各协作方之间应确定角色和责任、确保遵守标准操作94 

程序，保障对相应措施以及流程的培训。风险控制中应考95 

虑到变量的医学和统计特征以及试验的统计设计，预先设96 

定质量风险的容忍度（Quality Tolerance Limit，QTL），以97 

识别可能影响临床试验受试者安全性或试验可靠性的系统98 

性问题。QTL 反映的是该指标可接受的数据变异程度，相99 

应的我们可以使用统计方法来定义异常的变异程度。当检100 

测到偏离预先设定的 QTL 时应触发风险评估，以确定是否101 

需要采取措施。在风险识别或试验开始前尽早设定 QTL 的102 

好处之一是有助于及时纠正或改进流程，以保障临床试验103 

实施。另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指导与研究目标至关重要104 

的参数的管控监查，并有助于设计更多基于风险的监查策105 

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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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数据的可接受变异度由 QTL 预先设定。在方107 

案的早期阶段，引入对于关键临床试验数据指标的 QTL，108 

将使数据测量、收集和报告更加有的放矢。此外，还可以109 

为试验管理系统的流程管控指标（例如监查报告）设定110 

QTL，可以在其他适当文件（例如 标准操作流程、监测计111 

划等）中定义。 112 

以下几点是可以考虑设定变异度范围或 QTL的范例： 113 

1. 试验研究数据 114 

考虑到试验数据测量的精度、准确性和时间，特别是115 

变量的重要性（例如，遗漏某些重要的测量结果，或在某116 

些情况下并不重要的访视超窗），在 QTL 的框架下，注意117 

力应集中在那些关键变量超过 QTL 的范围，或超过设定的118 

频率、数量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直接来源于电子119 

源数据，在预设 QTL 范围后，实现数据的及时测量、跟踪、120 

报告及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会更容易。 121 

2. 试验方案流程 122 

应建立有效的机制，及时发现方案和《药物临床试验123 

质量管理规范》相违背的情况，并评估它们对研究目标和124 

受试者权益的影响。可以设置 QTL，以便及时监测到关键125 

问题，并可触发必要的监查升级（例如额外的现场访问、126 

额外的培训等）。 127 

3. 试验管理流程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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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管理中应定义可统筹监查的指标，建立统筹129 

监督/管理/监查策略，同时定义获取数据及监查报告的时130 

间节点。例如，良好的监查计划应包含中心化监查及稽查131 

措施，并针对与研究目的有重要相关的指标进行有针对性132 

的源数据核查。使用电子病历报告表（Electronic Case 133 

Report Form, eCRF） 数据采集系统有助于开展中央监查活134 

动，监查指标可以预设，以便有针对性的设定监查活动，135 

设置触发机制。可能触发监查升级的情况，如，在 eCRF 系136 

统录入数据出现过度延迟的中心，或延迟汇报严重不良事137 

件的中心等。数据缺乏变异性也会引发进一步的监查，例138 

如降压药试验中对血压测量的某特定一位数的偏好。 139 

可利用统计方法开发中心化监查系统，以监查试验进140 

程和数据的质量，并定期汇总监查指标报告以记录和展示141 

正在进行的监查活动是否按预定的监查策略和程序执行。142 

这有助于有针对性的进行现场核查，从而使现场监查更加143 

高效。 144 

（四）风险审阅报告 145 

风险审阅环节的信息反馈应定期进行分析总结，包括146 

试验数据本身及其相关时间采集点的变异性评估、对偏离147 

QTL 或方案要求的评估，以及缺失数据的评估等。还可以148 

通过对单个或多个指标进行中心内部和各中心间的深入统149 

计分析去获取更多的信息。任何的趋势性分析应与整体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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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和数据可用性，以及相应的优先级和风险等级相151 

关，同时应结合来自于现场监查报告和数据管理报告中的152 

信息。 153 

在临床试验结束后，应定性和定量汇总试验在 QTL 范154 

围内的实施情况。此类报告可包含在临床研究报告（数据155 

质量保障章节）中，将有助于临床试验的质量评估。所有156 

有关 QTL 的试验参数都应呈现在报告中，即使某些指标未157 

超出 QTL，临床研究报告也应报告指标未超阈值。如果指158 

标超出设定 QTL，临床研究报告则应报告其对受试者安全159 

和试验数据可靠性的潜在影响，并进行原因分析，及所采160 

取的行动。 161 

三、 中心化监查中的统计应用 162 

基于风险的质量管理是一个结合了现场和中心化监查163 

的动态临床试验管理过程，可以持续提高试验实施的质量。164 

在整个基于风险的监查过程中，合理实施中心化监查，尤165 

其是合理地运用统计方法，能够进一步提高现场监查的效166 

率。中心化监查中可以使用统计方法和模型来检查及管理167 

试验流程和采集的临床数据，用来识别非典型的数据模式168 

或者异常趋势以实现以下目的： 169 

 监测试验整体质量，发现可能影响受试者安全性或试170 

验结果可靠性的系统问题； 171 

 进行研究中心之间的比较，发现潜在高危中心，为现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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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查确定目标和程度； 173 

 评估数据质量，检查试验数据一致性和完整性，确定174 

数据收集过程中是否存在系统性问题、明显错误或者175 

数据真实性问题。 176 

（一）中心化监查的常用统计指标 177 

ICH E6（R2）建议从试验层面设定 QTL。每个试验中178 

可以设定与临床试验主要研究目的及关键次要目的相关的179 

CtQs 及相应的 QTL。它们可以为特定的试验去专门设置，180 

或者一些适当的参数可能通用地适用于申办者所有的临床181 

试验，并在申办者的质量体系中定义。设定 QTL 的指标数182 

量不宜过多，应选取与受试者权益和试验数据完整性最相183 

关的指标。常用的指标包括入组的受试者不符合入排标准184 

的比例、试验药物相关的严重方案违背数量、无法观测到185 

主要或关键次要终点（如撤回知情或失访）的受试者比例186 

等。 187 

基于类似的关键数据和过程，也可以以研究中心为单188 

位设定风险指标，使用从单个中心层面计算的统计量来判189 

断一个中心的表现。设定 QTL 的指标也可以用于中心层面，190 

作为中心风险指标。此外，常见的风险指标也可以包括入191 

组速率、筛选失败率、病例报告表完成时间、数据质疑率、192 

质疑解决时间和活跃的质疑数量、(严重)不良事件数量、缺193 

失或者延迟的随访数量、方案违背数量等。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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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指标也需要配合定义相应的阈值。单个中心的风195 

险指标超出阈值时触发相应的措施，例如加强数据审查，196 

增加现场监查等。阈值的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试197 

验目的、试验设计、风险指标的类型、不同地区/中心的差198 

异等。因此，统计师需要和其他团队一起根据试验具体情199 

况确定阈值的定义方式。 200 

基于试验数据质量和真实性的监查，可以针对上述设定201 

QTL 的指标或者风险指标开展，也可以使用非关键数据，202 

例如基线特征，伴随治疗等作为定期中心化监查的内容，203 

判断是否存在异常的数据模式。 204 

（二）中心化监查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205 

   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应服务于具体的监查目的。以下列206 

举的是一些中心化监查中适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申办者可207 

以根据试验设计和数据的特点自行选择合适的方式。 208 

   1. 试验层面的统计分析方法 209 

以监测试验整体质量、发现可能影响受试者安全性或210 

者试验结果可靠性的系统问题为目的时，可使用选定的211 

CtQs 指标及其它风险指标在试验层面的汇总值，与试验开212 

始前预先设定的 QTL 进行比较。阈值的设定可参照历史数213 

据，并考虑指标的医学和统计特点，以及试验的统计设计。 214 

QTL 可能设定下限或上限，或两者兼有，此外还可以设置215 

更窄的预警阈值，预警阈值的上限或下限应在 QTL 范围内，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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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预警和及早干预的作用。 217 

指标与阈值的比较可以是简单的是否大于或小于上下218 

限的判断，也可以使用贝叶斯方法，以处理风险指标中的219 

不确定性。如，可以使用历史数据构造先验分布，或者使220 

用无信息先验分布，将指标在试验层面的汇总值作为似然221 

函数更新先验分布，得到关于该指标的后验分布。当后验222 

分布在阈值外的概率超过可接受的范围时，则认为该指标223 

较大可能超过 QTL，需进一步调查和干预。 224 

   2. 研究中心层面的统计分析方法 225 

以发现高风险研究中心，为现场监查确定重点和程度226 

为目的时，前述试验层面比较指标与阈值的方法可以运用227 

于中心层面，也可以使用离群值检测之类的统计方法进行228 

中心间比较，找出潜在高风险研究中心。这类方法假设参229 

加同一研究的中心遵从同一研究方案进行受试者筛选、治230 

疗、评估，因此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表现为中心层231 

面的特定风险指标应服从同一分布。当某个中心与其他中232 

心的表现明显不一致，其指标与其它中心的指标相比成为233 

离群值时，则预示该中心可能有潜在的质量风险。阈值的234 

设置可以是一个中心里患者不良反应的平均数和所有中心235 

的均数相比的差异是否在 50%以外；或者在一定统计模型236 

下，一个中心的均数标准化后在所有中心的分布的是否在 5%237 

和 95%分位数之外；以及检验本中心均值与其余中心均值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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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 P值是否小于 0.01 等。 239 

使用中心层面的指标汇总值进行中心间比较时，需要240 

考虑因中心入组患者数或随访时间不一样而带来的不同程241 

度的不确定性。即使在同质化风险的假设下，患者数量较242 

少的中心和较多的中心相比，风险估计的变异程度会更大。243 

如果不考虑样本量直接将单中心和整体进行比较，不论是244 

使用差异的绝对值还是相对比例，关注点可能会集中在样245 

本量较小的中心。当风险指标与随访时间相关时，例如不246 

良事件发生数量与患者暴露人年相关，随访时间也会带来247 

风险指标变异的不同。常用处理方法包括漏斗图，以标准248 

差的倍数作为阈值对各中心进行评估。也可以通过假设检249 

验，比较某一中心的指标与基于其余中心数据的指标值，250 

较小的 P值标识潜在离群中心。还可以考虑贝叶斯方法，使251 

用贝叶斯收缩估计量处理中心大小的不同。另外，在使用252 

多个风险指标进行监查时，应关注多重性问题，选择合适253 

的方法控制错误发现率。这些方法都可以在中心层面识别254 

出各个指标潜在的离群值，作为现场监查的指导，提示监255 

查员应更加关注相应的异常指标。 256 

有时也需要能够结合多个指标，得到反映中心质量风257 

险的单一评分。这时可以基于预先设定的权重计算所有指258 

标的加权均值，或者根据所有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决定259 

权重，还可以使用其他多变量统计方法，如马氏距离，基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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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成分分析的欧氏距离等。这个评分（距离）衡量每个261 

中心与研究整体数据分布的相似度。评分越高（距离越远）262 

则提示更大程度的离群。因此，这样的评分可以作为中心263 

质量风险的整体衡量，用于确定现场监查的频率和紧急性。 264 

   3. 试验数据的中心化监查 265 

为了发现数据的系统性问题或者错误，包括系统的测266 

量误差（例如使用了未校正的机器），或是数据填写错误、267 

缺失，或者真实性问题等，除了可以针对 CtQs 进行统计分268 

析，也可以针对一些非关键数据开展分析，发现其异常模269 

式。统计方法的选择和前述发现高风险研究中心的方法类270 

似。此外，对于单变量数据可以核查单个中心变量的均值、271 

方差、峰度和偏度等描述性统计指标，通过比较其是否处272 

在其余各中心相对应指标的标准差倍数以外来发现离群点。273 

也可配合可视化图形，例如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等发274 

现异常值。对于多个连续型变量,可以检验这些变量在中心275 

层面的相关系数矩阵和试验层面的相关系数矩阵的一致性276 

来判定是否存在数据异常。另外，可以使用 Benford 定律检277 

测实数值序列第一位有效数字的随机性，从而识别数据真278 

实性问题。 279 

对于基于累加数据的动态连续监测，可以考虑统计过280 

程控制的工具，如控制图，通过对变量随着累加数据的变281 

化趋势来区分随机波动和异常波动，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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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系统异常。 283 

四、 监查计划和报告 284 

临床试验中基于风险的质量管理通常围绕以下环节展开：285 

通过收集信息，确定优先事项和与研究相关的风险进行风286 

险评估；实施风险控制，包括设定质量风险的容忍度，风287 

险接受度;结合前端信息，整合风险管理工具，对发现与风288 

险相关的结果和数据及时沟通，确定所需措施。 289 

所有临床试验都可能存在数据完整性、患者安全性和290 

方案依从性及法规合规性风险。依据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291 

临床运营管理中应积极主动的系统性地按照基于风险的方292 

法进行监查，包括现场和中心化监查。中心化监查计划是293 

进行中心化监查的基础、从而为定期审阅数据提供系统性294 

计划，以便识别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问题。 295 

中心化监查计划需由跨部门构成的中心化监查小组共296 

同撰写与执行。统计方面需侧重考虑但不限于监查计划的297 

制定，关键数据与流程的确定；中心化监查的方法选择；298 

根据试验特点决定的监查时间、类型、频次和程度；方案299 

违背的识别和分析；触发监查活动调整的标准等。监查计300 

划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01 

中心化监查计划应首先依据方案明确 CtQs 和风险指标，302 

CtQs 和风险指标的确定通常与风险管理计划同步，都应在303 

数据库上线前完成。CtQs 和风险指标确定的同时也需设定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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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项目层级 QTL 和中心层面的阈值。同时要注意从什305 

么时间节点开始评估 QTL，因为试验早期可能因为入组人306 

群较少而没有充分的代表性。此外也要事先规定好数据审307 

阅的频率。 308 

在设定好 CtQs 和风险指标后，可依据这些信息制定相309 

对应的图表模板，并依据预设的时间频率产生相应的报表310 

以便中心化监查团队定期审阅，从而实现对临床试验运营311 

质量的及时有效监控。审阅结果需记录在中心化监查报告312 

中并归档。QTL 的审阅尤为重要，如果数值超过 QTL 所定313 

阈值，需要详细记录在中心化监查报告中，同时与质量稽314 

查部门开始合作调查，必要时落实纠正与预防措施。 315 

五、 其他考虑 316 

基于临床数据整体状况，由跨部门协作进行的中心化317 

监查能够及时地发现系统性问题，提高试验结果的可信度。318 

虽然使用的统计方法可能会比较复杂，但由于其并不特别319 

依赖于主观指标的选择或者阈值的设定，因此较少需要试320 

验层面专门的调试。在相似的结构化数据下，统计程序或321 

系统设定可以在不同试验中重复使用，类似研究的监查结322 

果也可以进行比较。需要明确的是，中心化监查中数据审323 

阅不同于期中分析，中心化监查计划中图表的设计服务于324 

监测临床试验的总体风险信号，而不是对安全性和/或有效325 

性数据的统计分析。当监测到特定风险信号时，有可能需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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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确定临床运营中是否存在系统327 

性风险，甚至数据真实性问题。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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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词汇表 368 

现场监查（On-site Monitoring）：现场监查是指在开369 

展临床试验的过程中，由申办者代表对研究中心进行实地370 

的评估。。 371 

中心化监查（Centralized monitoring）：中心化监查372 

是由申办者或代表的各职能部门协同从远程使用累积的数373 

据及时地对参与试验的中心进行评估。 374 

质量核心要素（Critical to Quality）：质量核心要素是375 

指临床试验中对临床研究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数据与流376 

程。 377 

质量风险的容忍度（Quality Tolerance Limit）：质量378 

风险的容忍度指的是关键数据和关键流程可接受的变异程379 

度。 380 

风险指标（Risk Indicator）：风险指标指可能标识某381 

一风险领域变化情况并可定期监控的统计指标。  38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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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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中英文对照表 383 

中文 英文 

贝叶斯收缩估计量 Bayesian Shrinkage Estimator 

标准操作流程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错误发现率 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电子病历报告表 Electronic Case Report Form, eCRF 

风险指标 Risk Indicator, RI 

纠正与预防措施 Corrective and Preventive Action, CAPA 

控制图 Control Chart 

漏斗图 Funnel Plot 

马氏距离 Mahalanobis Distance 

欧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现场监查 On-site monitoring 

严重不良事件 Serious Adverse Event, SAE 

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预警阈值 Secondary Limit 

中心化监查 Centralized monitoring 

质量风险的容忍度 Quality Tolerance Limit, QTL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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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对中心化监查的整体认知、技术研究与应用上还

在早期阶段，申办者对于实践中心化监查缺乏监管指南和实施

准则。为了指导申办者对中心化监查的实践与应用，促进临床

试验质量核查更加高效，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药物临床

试验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和目的 

为了保证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权利与安全，临床试验数据的质

量与完整，申办者需要对临床试验各个阶段进行监查。ICH E6（R2）

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均明确提出申办者应采用系统

的、基于风险的方式对临床试验进行监查，不同情况可考虑采取

不同的监查策略，并强调了中心化监查的优势。在整个基于风险

的监查过程中，合理实施中心化监查，尤其是合理地运用统计方

法，能够进一步提高现场监查的效率以及试验实施的质量。 

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药物临床研究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

原则（征求意见稿）》用以指导中心化监查设计、实施及统计方

法等的应用。 

二、起草过程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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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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的起草小组基于药审中心与南方医科大学战略

合作建立的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由学术界、制药工业界和监管

机构代表共同组成，保证了本指导原则高效、高质量完成。 

本指导原则自 2021年 1月正式启动，分别于 2021年 5月和

7月召开两次专家研讨会，对指导原则初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

交流，并经药审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与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参与制订本指导原则的专家名单见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三、主要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从中心化监查的应用背景、风险管理体系中关键

流程及风险控制、中心化监查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时需考虑的因素，

以及监查中风险管理措施可能采用的统计方法等方面对中心化

监查的使用给出指导性建议，包括引言、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

中心化监查中的统计应用、监查计划和报告、其它考虑以及附件

等内容。 

（一）引言 

阐述了本指导原则的起草背景、目的和适用范围。 

（二）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 

梳理介绍了临床试验风险管理体系中关键流程和数据、风险

评估与沟通、风险控制、风险审阅报告。 

（三）中心化监查中的统计应用 

详细介绍了中心化监查常用的统计指标以及针对不同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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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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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及研究类型的监查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四）监查计划和报告 

详细介绍中心化监查计划与报告的撰写和实施中应注意的

事项，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临床研究中基于风险的质量管理、

临床运营管理、统计方面的考虑、监查计划中质量核心要素与阈

值的设定。 

（五）其他考虑 

阐述中心化监查中统计程序或系统设定的可重复利用性；区

分中心化监查以及期中分析中的图表目的；当监测到特定风险信

号时，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六）附录 

提供了参考文献、词汇表、中英文词汇对照。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就目前临床试验质量管理着重关注单一数据的传统监查方

式，使得申办方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临床试验数据中存在的系统

性、趋势性问题的现象，2013年 FDA与 EMA分别发布 《Oversight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A Risk-Based Approach to 

Monitoring》、《Reflection paper on risk based quality 

management clinical trials》指南，从基于风险监查和质量控

制的角度建议申办方关注关键数据和关键流程，采取基于风险的

方法来监控临床试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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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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E6（R2）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均明确提出

申办者应采用系统的、基于风险的方式对临床试验进行监查，并

强调了中心化监查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外已发布的指导原则均未系统性地对中心化监查

整体流程、中心化监查中不同情况下可使用的统计方法以及统计

学考量等重要方面进行介绍与指导。因此，本指导原则为了指导

申办者对中心化监查的实践与应用，药品审评中心组织起草了

《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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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制订《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化监查统计指导原则（征求

意见稿）》的专家名单 
 

主要执笔人:田正隆，郭翔，尹平，潘建红，王武保，王北琪 

外部专家：魏晨璐，殷悦，买亚兵 

三方学术协调委员会：陈平雁、王骏、狄佳宁 

（其余按姓氏笔划顺序）： 

王秋珍、王武保、王勇、尹平、田正隆、闫波、李康、何崑、

陈刚、陈杰、陈峰、欧春泉、赵耐青、贺佳、郭翔、潘建红、

谭铭 

秘书：吴莹，段重阳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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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九批）》（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644d9ed80185f9f667910233d4afaa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16 日 

   根据国家局 2019年 3月 28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与确定程序的公告》（2019 年第

25号），我中心组织遴选了第四十九批参比制剂（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请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向药审中心进行反馈，为更好

服务申请人，反馈意见请提供充分依据和论证材料，反馈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公示期限：2021年 9月 16日～2021年 9月 30日（10 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月 16日 

 

附件 1：《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九批）》（征求意见稿）.docx 

附件 2：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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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644d9ed80185f9f667910233d4afaa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cb38a1f947d2188d122f341ce8bac7b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bfb333bf2f09119665a469c896fb9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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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四十九批）（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1  维莫非尼片 

Vemurafenib 

Film-Coated Tablets 

/Zelboraf（佐博伏） 

240mg 
Roche Registration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9-2  
贝米肝素钠注射

液 

Bemiparin Sodium 

Injection/Hibor（稀保） 

0.2ml：3500IU 

（抗 Xa） 

Laboratories 

Farmaceuticos 

ROVI,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9-3  
贝米肝素钠注射

液 

Bemiparin Sodium 

Injection/ Hibor（稀保） 

0.2ml：2500IU 

（抗 Xa） 

Laboratories 

Farmaceuticos 

ROVI, S.A.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9-4  
腹膜透析液（乳

酸盐-G1.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G1.5%） 

含 1.5%葡萄糖（2L、

5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9-5  
腹膜透析液（乳

酸盐-G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G2.5%） 

含 2.5%葡萄糖（2L、

5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9-6  
腹膜透析液（乳

酸盐-G4.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G4.25%） 

含 4.25%葡萄糖（2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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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7  

低钙腹膜透析液

（乳酸盐

-G1.5%） 

Low Calcium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G1.5%） 

含葡萄糖 1.5%（2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9-8  

低钙腹膜透析液

（乳酸盐

-G2.5%） 

Low Calcium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 G2.5%） 

含葡萄糖 2.5%（2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9-9  

低钙腹膜透析液

（乳酸盐

-G4.25%） 

Low Calcium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G4.25%） 

含葡萄糖 4.25%（2L）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 

经审核确定的国

外原研企业在中

国境内生产的药

品 

原研地产化 

49-10  
拉米夫定口服溶

液 

Lamivudine Oral 

Solution / Epivir-Hbv 
5mg/ml GlaxoSmithKlin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1  
复方聚乙二醇电

解质散（V） 

Poly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s Powder（V） 

A袋：聚乙二醇 3350 

100g，硫酸钠 7.5g，

氯化钠 2.691g，氯

化钾 1.015g；B袋：

维生素 C4.7g，维生

素 C钠 5.9g 

Salix 

Pharmaceuticals,In

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2  地高辛口服溶液 
Digoxin Oral 

Solution/Digoxin 
0.05mg/ml 

Hikma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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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13  
奥赛利定富马酸

盐注射液 

Oliceridine Fumarate  

Injection / Olinvyk 

1 mg：1ml 

（以奥赛利定计） 
Treven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4  
奥赛利定富马酸

盐注射液 

Oliceridine Fumarate 

Injection / Olinvyk 

2 mg：2 ml 

（以奥赛利定计） 
Treven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5  
奥赛利定富马酸

盐注射液 

Oliceridine Fumarate 

Injection / Olinvyk 

30 mg：30 ml 

（以奥赛利定计） 
Treven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6  愈美缓释片 

Guaifenesin and 

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Mucinex Dm 

每片含愈创木酚甘

油醚 0.6g和氢溴酸

右美沙芬 30mg；每

片含愈创木酚甘油

醚 1.2g和氢溴酸右

美沙芬 60mg 

Rb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7  
盐酸苯海拉明注

射液 

Diphenhydra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l：50mg 

West-Ward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Ltd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18  
贝米肝素钠注射

液 

Bemiparin Sodium 

Injection/Hibor 

0.2ml：5000IU 

（抗 Xa） 

Laboratories 

Farmaceuticos 

ROVI, 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19  
布地奈德直肠泡

沫剂 
Budenofalk Rectal Foam 

2.0mg/揿；每罐 14

揿 

Dr. Falk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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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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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20  
盐酸曲唑酮缓释

片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75mg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A.C.R.A.

F.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21  
盐酸曲唑酮缓释

片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150mg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A.C.R.A.

F.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22  
左氧氟沙星雾化

吸入溶液 

 Levofloxacin 

nebuliser 

solution/Quinsair  

2.4ml：240mg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23  药用炭混悬颗粒 

Medicinal Charcoal 

Granule For Oral 

Suspension/  

Norit Carbomix 

50g 
Cabot Norit 

Nederland B.V. 
 欧盟上市 

49-24  聚卡波非钙颗粒 
Calcium Polycarbophil 

Fine Granules/Polyful 

83.3%（1g中含聚卡

波非钙 833mg） 

マイラン EPD合同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25  托伐普坦口崩片 

Tolvapta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Samsca 

7.5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26  托伐普坦口崩片 
Samsca OD 

tablets/Samsca 
15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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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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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27  托伐普坦口崩片 
Samsca OD 

tablets/Samsca 
30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28  
醋酸去氨加压素

口崩片 

Desmopressin Acet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60μg 
フェリング･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29  
醋酸去氨加压素

口崩片 

Desmopressin Acet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 

120μg 
フェリング･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30  
醋酸去氨加压素

口崩片 

Desmopressin Acetat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240μg 
フェリング･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31  
艾氟康唑外用溶

液 

Efinaconazole Topical 

Solution/ Clenafin  
10% 科研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32  

复方维生素 C聚

乙二醇（3350）

钠钾散 

Moviprep 

聚乙二醇（3350）

100g、氯化钠

2.691g、氯化钾

1.015g、硫酸钠

7.500g、维生素

C4.700 g、维生素 C

钠 5.900 g 

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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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年第 230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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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增补目录（征求意见稿）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33  
盐酸特比萘芬喷

雾剂 

Terbinafine 

Hydrochloride Spray 

1 克喷雾剂含 10 毫

克盐酸特比萘芬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UK) Trading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49-34  美阿沙坦钾片 

Azilsartan Medoxomil 

Potassium 

Tablets/Edarbi 

40mg 
Arbor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35  美阿沙坦钾片 

Azilsartan Medoxomil 

Potassium 

Tablets/Edarbi 

80mg 
Arbor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36  劳拉西泮片 Lorazepam Tablets  2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North 

America LLC/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37  
兰索拉唑肠溶胶

囊 

Lansoprazole Enteric 

Capsules/Prevacid 
15mg 

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38  
兰索拉唑肠溶胶

囊 

Lansoprazole Enteric 

Capsules/Prevacid 
30mg 

Taked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39  利鲁唑片 
Riluzole Tablets/ 

Rilutek 
50mg Covis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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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40  富马酸喹硫平片 
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 Seroquel 
20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41  琥乙红霉素片 
Erythromycin 

Ethylsuccinate Tablets 
400mg 

Arbor Pharmaceuticals 

LL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49-42  依托考昔片 
Etoricoxib Tablets 

/Arcoxia  
60mg 

Merck Sharp＆Dohme 

B.V./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43  依托考昔片 
Etoricoxib Tablets 

/Arcoxia  
120mg 

Merck Sharp＆Dohme 

B.V./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44  盐酸曲唑酮片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50mg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A.C.R.A.F.S.

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45  盐酸曲唑酮片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100mg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A.C.R.A.F.S.

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46  
恩格列净利格列

汀片 

Empagliflozin And 

Linagliptin 

Tablets/Glyxambi 

25mg/5mg（恩格列

净/利格列汀）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49-47  
恩格列净利格列

汀片 

Empagliflozin And 

Linagliptin 

Tablets/Glyxambi 

10mg/5mg（恩格列

净/利格列汀）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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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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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49-48  
枸橼酸坦度螺酮

片 

Tandospirone Citrate 

Tablets/Sediel 
20mg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Sumitomo 

Dainippon Pharma Co.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49  咪达唑仑注射液 
Midazolam 

Injection/Dormicum 
10mg:2ml 丸石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50  丁苯那嗪片 
Tetrabenazine Tablets 

/Choreazine 
12.5mg 

アルフレッサ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51  恩扎卢胺片 Enzalutamide Tablets  40mg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52  
硫酸沙丁胺醇糖

浆 

Albuterol Sulfate 

Syrup/Ventolin 
0.04% 

グラクソ・スミスク

ライ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49-53  
双氯芬酸钠缓释

片 

Diclofenac Sodium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Voltaren 

75mg Novartis Pharma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瑞士上市 

7-35 劳拉西泮片 
Lorazepam 

Tablets/Ativan 
1mg 

VALEANT 

INTERNATIONAL 

BARBADOS SRL / 

Bausch Health US LLC 

美国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

Bausch Health 

US LL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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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8-188 依帕司他片 
Epalrestat 

Tablets/Kinedak 
50mg 

Ono Pharmaceutical 

Co., Ltd/Alfresa 

Pharma Corporation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

Alfresa 

Pharma 

Corporation 

20-4 甲硝唑片 
Metronidazole 

Tablets/Flagyl 
200mg 

Winthrop 

Pharmaceuticals UK 

Limited/Zentiva/Aventi

s Pharma 

Limited/Sanofi/Sanofi-

Aventis Ireland Ltd., 

T/A SANOFI.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Sanofi-Aventis 

Ireland Ltd., 

T/A SANOFI.，

不限定上市国 

27-99 
美沙拉嗪肠溶缓

释片 

Mesalamine 

Delayed-Release 

Tablets /Lialda 

1.2g 

Shire Development 

Inc/Takeda Pharms 

U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Takeda Pharms 

USA  

27-153 盐酸曲恩汀胶囊 
Trient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Syprine 

250mg（以

C6H18N4·2HCL 计） 

Aton Pharma Inc 

/Bausch Health 

Americas Inc/Valeant 

Pharmaceuticals North 

Americ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Valeant 

Pharmaceutical

s North 

America LLC  

30-124 
富马酸卢帕他定

片 

Rupatadine Fumarate 

Tablets 

/Wystamm/ Rupafin 

10mg（按

C26H26CLN3 计） 

J. Uriach Y CompañÍA, 

S.A./Vifor Pharma 

España, 

S.L./Laboratorios 

ERN，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Laboratorios 

ERN，S.A.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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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1.未在国内上市品种，需参照原总局 2015 年第 230 号公告等的相关要求开展研究，通用名、剂型等经药典委核准后为准。 

2.参比制剂目录公示后，未正式发布的品种将进行专题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另行发布。 

3.欧盟上市的参比制剂包括其在英国上市的同一药品。 

4.选择未进口参比制剂开展仿制药研究除满足其质量要求外，还需满足现行版《中国药典》和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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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通过审议品种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54  

苯磺酸氨

氯地平塞

来昔布片 

Amlodipine 

Besylate and 

Celecoxib 

Tablets/Consensi 

氨氯地平 2.5mg，

塞来昔布 200mg 

Coeptis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两个组成成分的单药为分别针对两

个各自独立不相关的治疗目标，立题

依据不合理，审议未通过。 

49-55  

苯磺酸氨

氯地平塞

来昔布片 

Amlodipine 

Besylate and 

Celecoxib 

Tablets/Consensi 

氨氯地平 5mg，

塞来昔布 200mg 

Coeptis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49-56  

苯磺酸氨

氯地平塞

来昔布片 

Amlodipine 

Besylate and 

Celecoxib 

Tablets/Consensi 

氨氯地平 10mg，

塞来昔布 200mg 

Coeptis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49-57  
盐酸多奈

哌齐片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Tablets 

23mg Eisai In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已超出国内批

准的用法用量范围，审议未通过。 

49-58  

异丙托溴

铵鼻喷雾

剂 

 Ipratropium 

Bromide Nasal 

Solution 

0.03%，0.021mg/

喷 

Hikm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物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美国上市的仿制

药，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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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59  

异丙托溴

铵鼻喷雾

剂 

Ipratropium 

Bromide Nasal 

Solution 

0.06%，0.042mg/

喷 

Hikm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物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49-60  
肝素钠注

射液 

Heparin Sodium 

Injection 

0.5ml:5000 Usp 

U 

FreseniusKabi 

USA,LL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与国内已获批

规格不同，不适用于国内本品的一致

性评价，审议未通过。 

49-61  
非洛地平

缓释片 

Felodipin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10 mg 

Mylan 

Pharmaceutical 

Inc 

 
美国橙

皮书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美国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9-62  

吸入用硫

酸沙丁胺

醇溶液 

Albuterol Sulfate 

Inhalation Solution 

0.021%或

0.63mg/3ml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原研授权仿

制药 

美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原研授权仿制药，

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过。 

49-63  

吸入用硫

酸沙丁胺

醇溶液 

Albuterol Sulfate 

Inhalation Solution 

0.042%或

1.25mg/3ml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原研授权仿

制药 

美国上

市 
同上。 

49-64  
液状石蜡

眼用乳剂 

light mineral oil 

and mineral oil 

solution/ 

drops ;Soothe XP 

Preservative Free 

10mg/mL 
Bausch & Lomb 

Incorporated 
 

美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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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65  
液状石蜡

眼用乳剂 

light mineral oil 

and mineral oil 

solution/ 

drops ;Soothe XP 

Preservative Free 

45mg/mL 
Bausch & Lomb 

Incorporated 
 

美国上

市 
同上。 

49-66  

多种微量

元素注射

液（儿童） 

Concentrate of 

trace elements 

solution for 

infusion 

10ml 
Laboratoire 

Aguettant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9-67  
吡拉西坦

口服溶液 

Piracetam Oral 

Solution/ Buvable 
20% 

UCB PHARMA 

S.A.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与国内已获批

规格不同，审议未通过。 

49-68  
硫糖铝混

悬凝胶 

Mesalamine  

Delayed-release 

Tablets 

10ml:2g 

Laboratorio 

Italiano 

Biochimico 

Farmaceutico 

Lisapharma 

S.p.A.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国内已发布 5ml：1g 规格参比制剂，

10ml:2g 规格大于单次最大用量，审

议未通过。 

49-69  

注射用水

溶性维生

素 

Water-soluble 

Vitamin for 

Injection 

复方 

Paesel&Lorei 

GmbH & Co. 

KG Biochemika, 

Diagnostika und 

Pharmazeutika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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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70  

注射用尿

促卵泡激

素 

Urofollitropin For 

Injection/Fostimon 
75IU 

Genevrier 

Sophia Antipolis 

France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欧盟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9-71  
三苄糖苷

软胶囊 

Tribenoside Soft 

Capsules/ 

Hemocuron 

200mg 
天藤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有

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9-72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Ⅲ） 

Multiple 

Electrolytes，

Sodium Acetate 

and Glucose 

Injection（Ⅲ）

/Veen-3G Inj. 

200ml 
日本扶桑药品

工业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49-73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Ⅲ） 

Multiple 

Electrolytes，

Sodium Acetate 

and Glucose 

Injection（Ⅲ）

/Veen-3G Inj. 

500ml 
日本扶桑药品

工业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同上。 

49-74  
盐酸甲氯

芬酯片 

Meclofenoxate 

Hydrochloride 

Tablets  

100mg 
共和薬品工業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缺乏完整充分的安

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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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75  

复方聚乙

二醇电解

质口服溶

液 

 Polyethylene 

Glycol and 

Electrolyte Oral 

Solution/MUBEN

®  liquid state 

 500ml 
日本製薬株式

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9-76  

维生素

B12 滴眼

液 

Vitamin B12 Eye 

Drops 
0.02%, 5mL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仿制药

进口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进口仿制药，不具

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过。 

49-77  
地夸磷索

钠滴眼液 

Diauafosol 

SodiumEye Drops 

规格 3%（0.4ml：

12mg、0.5ml：

15mg、0.9ml：

27mg） 

Santen 

Pharmaceutical 

Korea C o., Ltd 

 
韩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为确保参比制剂的质量，建议参比制

剂首选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监管体

系较为完善的机构批准上市的原研

药品，审议未通过。 

49-78  

伊立替康

脂质体注

射液 

Irinotecan 

Liposome Injection  

5mg/mL（按伊立

替康游离碱计为

43mg/10mL） 

智擎生技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

湾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为确保参比制剂的质量，建议参比制

剂首选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监管体

系较为完善的机构批准上市的原研

药品，审议未通过。 

49-79  
呋塞米口

服溶液 

Furosemide oral 

solution/ Lasilix 
10mg/ml 

Sanofi-Aventis 

France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法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处方中含乙醇，审议

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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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80  
呋塞米口

服溶液 

Furosemide Oral 

Solution/Frusol   
20mg/5ml 

Rosemont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英国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49-81  

盐酸环喷

托酯滴眼

液 

Cyclopentolat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Minims 

1%（0.5ml） 
Bausch & Lomb 

U.K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49-82  

盐酸环喷

托酯滴眼

液 

Cyclopentolat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Minims 

0.5%（0.5ml） 
Bausch & Lomb 

U.K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49-83  
维生素D3

软胶囊 

Vitamin D3 Soft 

Capsules/Invita D3 
400IU 

Consilient 

Health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49-84  
骨化三醇

软胶囊 

Calcitriol Soft 

Capsules/Rocaltrol 
0.5μg 

Hoffmann-La 

Roche Limited 
 

加拿大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为确保参比制剂的质量，建议参比制

剂首选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监管体

系较为完善的机构批准上市的原研

药品，审议未通过。 

49-85  
骨化三醇

软胶囊 

Calcitriol Soft 

Capsules/Rocaltrol 
0.25μg 

Hoffmann-La 

Roche Limited 
 

加拿大

上市 
同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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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通用

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遴选情况说明 

49-86  
复方聚桂

醇乳膏 
Optiderm Cream 

3.0%/5.0%（50g、

100g、200g 和

500g） 

Almirall Hermal 

GmbH 

未进口原研

产品 

欧盟上

市 

本品已于第 31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9-87  
奈替米星

滴眼液 

Netilmicin Sulfate 

Eye Drops/Nettacin 

Collirio 

0.30% S.I.F.I. S.p.A.  
意大利

上市 

本品已于第 43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49-88  
类肝素乳

液 
Hirudoid Lotion 0.3% 

玛路弘株式会

社 
 

日本上

市 

本品已于第 46 批审议未通过并

于药审中心网站进行公示。收到企业

提出异议申请后，再次经一致性评价

专家委员会审议，专家维持原结论，

二次审议未通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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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异议申请表 

公示序号  药品通用名  药品规格  

异议单位  联系方式  

异议事项 

内容及理由 
 

附件 
如有请列附件目录，具体内容可通过参比制剂遴选申请平台下“参

比制剂存疑品种申请”模块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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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

项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40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cc7c37128cba032f1dd24552b7b444b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17 日 

  为进一步规范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项技术指导原则（见附件 1、2）。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

（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1.《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项指导原则名单 

         2.《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项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9 月 16日 

 

附件 1:《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项指导原则名单.pdf 

附件 2：《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16项指导原则.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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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cc7c37128cba032f1dd24552b7b444b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90d647a17879f183daa574124edf7cc7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90d647a17879f183daa574124edf7cc7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37593c85946455f3fd23872358271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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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导原则名称 

1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3 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4 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5 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6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7 盐酸乐卡地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 

8 氯化钾缓释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 

9 盐酸贝那普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0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1 依折麦布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2 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3 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4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5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导原则 

16 熊去氧胆酸胶囊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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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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依巴斯汀片（Ebastine Tablets）用于伴有或不伴有过敏性

结膜炎的过敏性鼻炎（季节性和常年性）、慢性特发性荨麻

疹的对症治疗。主要成份为依巴斯汀，口服给药后，依巴斯

汀被快速吸收，并在肝脏中代谢为活性代谢产物卡瑞斯汀

（Carebastine）。 

依巴斯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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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

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

给药的空腹及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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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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依巴斯汀及其活性代谢产物卡瑞斯汀。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卡瑞斯汀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

性评价的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

的 Cmax、AUC0-t 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依巴斯汀的 Cmax、AUC0-t和 AUC0-∞用于进一步支持临床

疗效的可比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10mg 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依巴斯汀片说明书. 2019.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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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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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201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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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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Propofol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 Emulsion Injection）是一种烷基酚类短效静脉用全

麻药，脂溶性高，易于透过血脑屏障，起效迅速，临床上用

于（1）成人和 1 个月以上儿童的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2）

成人和 1 个月以上儿童诊断性操作和手术过程中的镇静，可

单独使用也可与局部麻醉或区域麻醉联用；（3）16 岁以上重

症监护患者辅助通气治疗时的镇静。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

指导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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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

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

给药的空腹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方法 

建议采用 30 μg/kg/min 的给药速率缓慢静脉输注，持续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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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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 30 min。 

（四）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以充分表征本品药代动力学特

征。 

（五）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丙泊酚。 

（六）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丙泊酚的 Cmax、AUC0-t、AUC0-∞作为生物等效性评价

的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Cmax、

AUC0-t 和 AUC0-∞ 的 几 何 均 值 比 的 90% 置 信 区 间 在

80.00%~125.00%范围内。 

（七）其他 

1.输注过程中需由麻醉医生在现场进行监护和必要的干

预。 

2.研究过程中应监测脑电双频指数（BIS），并提交从给

药到给药结束后时间 t 内 BIS 值-时间曲线下面积（BISAUC0-

t）、药过程中 BIS 达到的最低值（BISmin）、最小 BIS 值出现

时间（t-BISmin）结果。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装量不同但浓度相同的丙

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1）完成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规格

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的处方工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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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说

明书. 2020.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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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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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Propofol（Injectable/Injec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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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富马酸喹硫平片（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用于治疗

精神分裂症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主要成份为喹

硫平。进食对喹硫平的生物利用度无明显影响。 

富马酸喹硫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

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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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

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

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富马酸喹硫平片的规格有 25 mg、50 mg、100 mg、150 

mg、200 mg、300 mg。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建议采用 25 

mg 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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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喹硫平。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喹硫平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等

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 和

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

且不超过 125.00%。 

（八）其他 

1. 如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建议参考《高变异药物生物

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 研究前应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管理计划和措施，保障

受试者安全。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1.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 50 mg、100 mg、150 

mg、200 mg、300 mg 规格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1）25 

mg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的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

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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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申报的多个规格制剂中，有部分规格制剂与开展生

物等效性研究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不相似时，还需进一步

在患者人群中开展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稳态条件下生物等

效性研究（给药剂量建议选择临床常用有效剂量）。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富马酸喹硫平片（思瑞康

/SEROQUEL®）说明书. 2020.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Label for 

SEROQUEL®. 2020. 

3.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for SEROQUEL®. 201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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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2018. 

7.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Quetiapine Fumarat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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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氯氮平片（Clozapine Tablets）目前用于治疗难治性精神

分裂症，主要成份为氯氮平。食物对氯氮平片的生物利用度

无明显影响，在空腹或餐后状态服用均可。 

氯氮平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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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

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稳态

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两周期间可不设置洗脱期。 

（二）受试人群 

精神分裂症患者。 

（三）给药剂量 

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开展研究。 

建议采用统一给药剂量 100 mg/次，每 12 小时 1 次。经

评估无法采用日剂量 200 mg 时，也可采用日剂量 50 mg 的

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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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稳态期间给药前血样应包括至少 3 个谷浓度样本，这些

样本应在每个周期的最后三天内收集以确保在每个研究周

期有稳定的血药浓度水平。各周期末次给药后进行密集采血，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氯氮平。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氯氮平的 Cmax,ss、AUC0-τ,ss为评价指标，生物等效性接

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ss、AUC0-τ,ss 几何均值

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应评估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波动系数的相似性，以及

密集采样前的谷浓度是否已达到稳态水平。 

（八）其他 

1. 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建议受试人群选用长期服用氯

氮平的患者，或既往服用并可耐受氯氮平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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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应谨慎采用个体化给药剂量。生物等效性研究前经合

理论证后确实无法对所有受试者采用统一给药剂量时，应在

方案中提前规定具体给药方法及合理的药代动力学参数计

算方法。如果采用个体化给药剂量，建议事先与监管机构沟

通。 

3. 研究前应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管理计划和措施，保障

受试者安全。 

4. 建议患者在密集采样当天至少给药前 10 小时和给药

后 4 小时保持空腹状态。 

5. 在研究方案中可规定合并用药种类。如实记录研究过

程中的合并用药，并对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合并用药进行详

细评估。 

6. 稳态生物等效性研究中药代动力学参数定义： 

Cmin,ss：稳态最小血药浓度 

Cmax,ss：稳态最大血药浓度 

Cav,ss：稳态平均血药浓度 

AUC0-τ,ss：达稳态后，任意一个给药时间间隔（τ）的血

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DF（degree of fluctuation）：波动系数，（Cmax,ss-Cmin,ss）

/ Cav,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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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其他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

物等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

（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的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

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氯氮平片说明书. 2020.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Label for 

CLOZARIL®. 2020.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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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Clozapi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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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盐酸厄洛替尼片（Erlotinib Hydrochloride Tablets）单药

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具有敏感突变的局部

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包括一

线治疗、维持治疗，或既往接受过至少一次化疗进展后的二

线及以上治疗。主要成份为盐酸厄洛替尼。根据原研说明书，

本品应空腹服用（至少在饭前 1 小时或饭后 2 小时服用）。 

盐酸厄洛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

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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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

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 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行空腹

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 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 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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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 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 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厄洛替尼。 

（七） 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厄洛替尼的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等

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Cmax、AUC0-t、AUC0-

∞的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80.00%，且不

超过125.00%。 

（八） 其他 

受试者应在研究期间避免性生活或采取有效避孕措施。

女性受试者应为非孕期和非哺乳期的女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1）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2）

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各规格

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盐酸厄洛替尼片说明书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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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Erlotinib Hydrochloride. 2008. 

3.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盐酸厄洛替尼片

说明书. 2016.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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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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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Afatinib Dimaleate Tablets）用于治

疗具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既往未接受过 EGFR 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TKI）；含铂化疗期间或化疗后疾病进展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组织学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

主要成份为马来酸阿法替尼。根据原研说明书，本品不应与

食物同服，在进食后至少 3 小时或进食前至少 1 小时服用本

品。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

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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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

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行空腹

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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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阿法替尼。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阿法替尼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生物

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

AUC0- ∞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八）其他 

受试者应在研究期间及末次给药后至少 2 周内采取有效

的避孕措施。女性受试者应为非孕期和非哺乳期的女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

（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

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吉泰瑞®/

英文：GIOTRIF®）说明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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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Afatinib dimaleate. 2015.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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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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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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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概述 ................................................................................... 1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1 

（一）研究类型 ............................................................... 1 

（二）受试人群 ............................................................... 1 

（三）给药剂量 ............................................................... 1 

（四）给药方法 ............................................................... 1 

（五）血样采集 ............................................................... 2 

（六）检测物质 ............................................................... 2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 2 

（八）其他 ....................................................................... 2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2 

四、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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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概述 

盐酸乐卡地平片（Lerca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用于治疗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主要成份为盐酸乐卡地平。

高脂餐后 2 小时内口服乐卡地平，其生物利用度将增加约 4

倍。 

盐酸乐卡地平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

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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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

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空腹

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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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乐卡地平。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

AUC0-t 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

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八）其他 

如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建议参考《高变异药物生物等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10mg 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盐酸乐卡地平片（再宁平）说

明书. 2010.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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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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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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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氯化钾缓释片（ Potassium 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用于治疗和预防低钾血症，主要成份为氯化钾。氯

化钾是一种电解质补充剂，钾离子是大多数身体组织的主要

细胞内阳离子，参与许多基本的生理过程，包括维持细胞内

张力，神经冲动的传递，心脏/骨骼和平滑肌的收缩以及维持

正常的肾功能等。钾是正常的饮食成分，在稳态条件下，从

胃肠道吸收的钾的量约等于从尿中排泄的量。 

氯化钾缓释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

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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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

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

次给药的空腹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建议纳入/排除标准关注如下情况： 

 受试者的年龄和体重分布相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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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试者从试验开始前 7 天不得进行剧烈的体育活动，

直至研究结束。 

 体检或实验室检查发现明显的/严重的肾、胃肠道、心

血管、肝脏、神经、肾上腺垂体功能障碍的受试者不应纳入。 

 试验开始前 6 个月内使用任何形式烟草的受试者不应

纳入。 

 试验开始前 30天内使用任何已知的酶诱导剂或抑制剂

的受试者不应纳入。 

此外，应询问受试者是否有任何长期腹泻或出汗过多，

以免由此导致异常结果。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次口服6 g（如600 mg×

10片）。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受试者饮食、饮水及活动  

严格控制钾、钠、热量和液体的实际摄入量是试验成功

与否的关键因素。应制定饮食标准，规定钾、钠、热量及液

体的具体摄入量，每日总摄入量建议包含钾: 50-60 mEq；钠: 

160-180 mEq；热量: 2500-3500 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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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的摄入量应保持在 3000~5000 mL/天，以保证试验

期间有足够的尿液排泄。正常的液体摄入量为 1300~2500 

mL/天，试验期间液体摄入量高于正常的液体摄入量。 

受试者应在规定的时间饮食饮水，尽量按标准摄入推荐

量。研究报告中应包含受试者饮食饮水的实际详细情况。 

受试者的居住环境条件（如温度等）应当可控，并避免

剧烈活动引起出汗而导致钾流失。 

（六）样品采集  

采集尿液样品，详细记录每个时间段收集的尿样体

积。  

（七）研究过程  

建议研究过程考虑设计为连续的 16 天（17 个夜晚），

并分为 2 个周期，每周期 8 天，在第 7 和第 15 天分别给药。

每周期的试验步骤应相同，时间安排建议如下： 

饮食平衡期, 第 1-4 天和第 9-12 天  

 按推荐标准规定时间、合理安排饮食，每日总摄入量包

含钾 50-60 mEq，钠 160-180 mEq，热量 2500-3500 千卡。 

 饮水方案：上午 7 点开始饮用 500 mL 温水；之后 12

个小时内，每小时饮用 200 mL。在晚上 19 点到次日上午 7

点期间，受试者可根据医嘱，饮用额外定量的液体。 

 饮食平衡期无需收集尿样。 

基线期, 第 5-6 天和第 13-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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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和饮水方案同饮食平衡期。 

 每天收集受试者尿样，建立受试者的个体钾排泄基线

水平。 

 尿液收集时间段建议设置为 0-1 h、1-2 h、2-4 h、4-6 

h、6-8 h，8-12 h、12-16 h、16-24 h。 

 建议上午 7 点开始尿液收集。在第 5 天和第 13 天，受

试者收集尿样，并于第 6 天和第 14 天上午 7 点完成 16-24 小

时尿样收集。 

 在第 6 天和 14 天，采集血液样品，测定肌酐清除率。 

给药期，第 7 天和第 15 天  

 空腹过夜后，于上午 7 点，以 500 mL 温水送服受试制

剂或参比制剂。 

 受试者服药后应保持直立（端坐，站立或缓慢行走）至

少 3 小时。 

 饮食和饮水方案同饮食平衡期。 

 尿液采集时间段设定应与第 5、6、13、14 天相同。 

 应采集血样, 测定肌酐清除率 

 受试者排便应进行大便潜血检查。 

用药后，第 8 天和第 16 天  

 饮食和饮水方案同饮食平衡期。  

出组，第 1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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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7 点收集完尿样后，受试者可以出组。 

（八）检测物质  

尿液中的钾。 

（九）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经基线校正后钾的Ae0-24h（0～24小时累积尿排泄量）

和Rmax（尿排泄最大速率）为评价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

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Ae0-24h和Rmax的几何均值比的

90%CI均应不低于80.00%，且不超过125.00%。 

药物的净效应由用药期间钾排泄量扣除钾基线水平获

得。受试者基线校正应使用其对应周期基线期相应时间点两

天数据的平均值（例如：某受试者其第二周期给药后尿钾数

据基线校正应使用该受试者第二周期基线期相应时间段两

天尿钾水平的平均值）。应报告每个受试者的尿钾浓度数据，

包括：  

 每个收集期的排泄量（Ae） 

 从 0 至 24 小时的累积尿排泄量（Ae0-24h） 

 从 0 至 48 小时的累积尿排泄量（Ae0-48h） 

 尿排泄最大速率（Rmax） 

 最大尿排泄时间（Tmax） 

 每个时间段的排泄率（R） 

 每个时间段的中点（t） 

基线校正前后的数据均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其中基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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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后的Ae0-24h（0～24小时累积尿排泄）和Rmax（尿排泄最大

速率）经自然对数转换后进行ANOVA方差分析（P = 0.05），

进而计算得到90%置信区间用于生物等效性评价。 

（十）其他 

受试者每个时间段的尿样可取一定量冷冻储存以用于

样品分析，其余尿液样品可合并（24 h 内）后进行尿肌酐测

定以确保尿液收集量足够。同时，建议每天固定时间，一般

在尿液采集时间段的中点进行血肌酐测定。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

等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

求；（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

（3）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氯化钾缓释片说明书. 2020.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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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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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ssium Chloride（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2011.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Potassium Chloride（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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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盐酸贝那普利片（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Tablets），用

于治疗各期高血压、充血性心力衰竭，作为对洋地黄和/或利

尿剂反应不佳的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NYHA 分级Ⅱ-Ⅳ）的

辅助治疗。贝那普利在体内水解为活性代谢产物贝那普利拉。 

盐酸贝那普利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

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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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

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

给药的空腹及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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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贝那普利及其活性代谢产物贝那普利拉。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贝那普利的 Cmax、AUC0-t 和 AUC0-∞作为生物等

效性评价的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

剂的 Cmax、AUC0-t 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 90%置信区间在

80.00%~125.00%范围内。 

贝那普利拉的 Cmax、AUC0-t 和 AUC0-∞用于进一步支持

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八）其他 

如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建议参考《高变异药物生物等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

（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

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盐酸贝那普利片说明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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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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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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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Clopidogrel Bisulfate Tablets）是一

种血小板聚集抑制剂，临床上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以减少

缺血事件。氯吡格雷主要由肝脏代谢，包含两条代谢途径：

一条途径由酯酶介导，通过水解作用代谢为无活性的羧酸衍

生物；另一条途径由细胞色素 P450 酶介导，首先被代谢为

2-氧基-氯吡格雷中间代谢物，随后被代谢形成活性代谢物，

即氯吡格雷硫醇衍生物。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

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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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

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推荐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也可采用重

复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

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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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建议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

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氯吡格雷。 

血浆中代谢物（如氯吡格雷羧酸衍生物）可能影响原形

药物定量，因此分析检测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代谢

物回复转化为原形药物。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氯吡格雷的 Cmax、AUC0-t 和 AUC0-∞作为生物等

效性评价指标。 

若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受试制剂与参

比制剂的 Cmax、AUC0-t、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

间应落在 80.00%~125.00%范围内；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生

物等效性接受标准建议参照《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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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

（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

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说明书 . 

2018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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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Clopidogre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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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依折麦布片（Ezetimibe Tablets）是一种选择性肠胆固醇

吸收抑制剂，主要成份依折麦布在人体内广泛结合成具药理

活性的酚化葡萄糖苷酸（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血浆中依

折麦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清除较为缓慢。 

依折麦布片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

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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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

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推荐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也可采用重

复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

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 10 mg 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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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血浆中依折麦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苷酸结合物的达峰

时间不同，建议适当增加采血点，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

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依折麦布和总依折麦布（依折麦布+依折麦布-

葡萄糖苷酸结合物）。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依折麦布和总依折麦布（依折麦布+依折麦布-葡

萄糖苷酸结合物）的 Cmax、AUC0-t 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

性评价指标。 

若采用两序列、两周期、交叉试验设计，受试制剂与参

比制剂的 Cmax、AUC0-t、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

间应落在 80.00%~125.00%范围内；若采用重复交叉设计，

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建议参照《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三、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国内当前仅上市 10 mg 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依折麦布片说明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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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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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2018 

5.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Ezetimibe. 2008 

6.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zetimibe tablet 10mg 

product-specific bioequivalence guidanc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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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辛伐他汀片（Simvastatin Tablets）用于治疗高脂血症、

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等，主要成份为辛伐他汀。辛伐他

汀是一种前药，给药后水解为活性形式β-羟基酸，即辛伐他

汀酸。 

辛伐他汀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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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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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可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也可采用部

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开展单次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

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申报的最高规格单片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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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酸。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辛伐他汀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

性评价的指标，辛伐他汀酸的 Cmax、AUC0-t和 AUC0-∞用于进

一步支持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如果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受试制剂

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

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如果采

用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建议

参照《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八）其他 

试验过程中应控制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酸的相互转化，

并在资料中提交两种检测物质转化的评估结果。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豁免低规格制剂的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1）申报的最高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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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3）

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四、参考文献 

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Simvastatin. 2008.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辛伐他汀片说明书. 2019.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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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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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甲氨蝶呤片（Methotrexate Tablets）用于治疗各型急性白

血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主要成份为甲氨蝶呤。 

甲氨蝶呤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则，还应参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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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

指导原则》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进行空腹和餐后条件下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建议采用患者作为受试者。 

如果采用健康受试者，须关注安全性问题，应与临床专

科医生等专家讨论受试者入排标准和安全性风险管控措施

等。 

（三）给药剂量 

如果采用患者作为受试者，需与临床专科医生等专家讨

论剂量问题。 

如果采用健康受试者，建议选择本品当前上市的唯一规

格即 2.5mg 单次给药。 

（四）给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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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根据受试人群是患者或健康受试者，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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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设计。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甲氨蝶呤。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根据受试人群是患者或健康受试者，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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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 

（八）其他 

1. 本品具有“胚胎毒性，过敏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需

在试验开始前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建议选择没有生育计划的

受试者进行研究。 

2. 研究者须关注本品说明书中的黑框警告、注意事项、

禁忌、不良反应等。 

3. 采用患者受试者开展研究时，如果经临床专家等评估

和确认，无法开展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时，可与监管部门沟

通。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当前仅上市 2.5mg 规格，本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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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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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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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s）用于治

疗不能手术的晚期肾细胞癌、无法手术或远处转移的肝细胞

癌和局部复发或转移的进展性的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

状腺癌。主要成份为甲苯磺酸索拉非尼。根据原研说明书，

本品用法为空腹或伴低脂、中脂饮食服用。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

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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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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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规和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进行空腹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可以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试验设计，亦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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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采用 0.2g 单片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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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索拉非尼。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索拉非尼的 Cmax、AUC0-t、AUC0-∞为评价指标。 

如果采用两交叉试验设计，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

制剂与参比制剂的 Cmax、AUC0-t、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如果采用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试验设计，生物等效性接

受标准建议参照《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当前仅上市 0.2g 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说明书. 

2017.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Sorafenib Tosylate. 2012. 

    3.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orafenib film-coated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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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g product-specific bioequivalence guidance. 2021.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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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

则》. 2018. 

    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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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Sildenafil Citrate Orodispersible 

Tablets）用于治疗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主要成份为枸橼

酸西地那非。西地那非是一种环磷酸鸟苷（cGMP）特异的 5 

型磷酸二酯酶（PDE5）的选择性抑制剂，其主要活性代谢产

物为 N-去甲基西地那非。本品吸收迅速。与空腹状态下服用

相比，口腔崩解片与高脂饮食同服会引起显著的吸收延迟。

推荐空腹服用本品。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

原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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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

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进行空腹

条件下单次给药的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 

（二）受试人群 

健康男性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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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 50 mg 规格单片服用。 

（四）给药方法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说明书给药方法为：本品可用水

服用或直接服用。建议采用后一种方式开展临床试验，即将

口腔崩解片置于舌上，待其崩解后直接吞咽，观察并记录口

崩片在口中完全崩解的时间及口感等。 

（五）血样采集 

建议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

除相。 

（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的西地那非及其活性代谢产物 N-去甲基西地那

非。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建议以西地那非的 Cmax、AUC0-t和 AUC0-∞作为生物等效

性评价的指标，生物等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

的 Cmax、AUC0-t 和 AUC0-∞的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间

数值应不低于 80.00%，且不超过 125.00%。 

N-去甲基西地那非的 Cmax、AUC0-t 和 AUC0-∞用于进一

步支持临床疗效的可比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当前仅上市 50 mg 规格，本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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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枸橼酸西地那非口崩片说明

书. 2019.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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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aft Guidance on 

Sildenafil Citrat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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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熊去氧胆酸胶囊（Ursodeoxycholic Acid Capsules）用于

治疗胆囊胆固醇结石、胆汁淤积性肝病等疾病，主要成份为

熊去氧胆酸。该成份为内源性物质，体内处置过程复杂。 

熊去氧胆酸胶囊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应符合本指导原

则，还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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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等效性研

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要求。 

二、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设计 

（一）研究类型 

建议采用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开展单次

给药的空腹及餐后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也可采用平行试验

设计。 

（二）受试人群 

健康受试者。 

（三）给药剂量 

建议单次口服500 mg。 

（四）给药方法 

口服给药。 

（五）血样采集 

合理设计样品采集时间，使其包含吸收、分布及消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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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测物质 

血浆中非结合熊去氧胆酸和总熊去氧胆酸（非结合熊去

氧胆酸加上熊去氧胆酸甘氨酸结合物以及牛磺酸结合物）。 

（七）生物等效性评价 

以基线校正后的非结合熊去氧胆酸和总熊去氧胆酸（非

结合熊去氧胆酸加上熊去氧胆酸甘氨酸结合物以及牛磺酸

结合物）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为评价指标。 

本品消除半衰期较长且存在肠肝循环，可能导致末端消

除相波动，从而影响AUC0-估算的可靠性，此时可采用Cmax

和AUC0-t为评价对象，采样时长（t）一般选取72 h。生物等

效性接受标准为受试制剂相比参比制剂的Cmax和AUC0-t的几

何均值比90%置信区间在80.00%~125.00%范围内。生物等效

性的评价方法应在方案中预先规定。 

（八）其他 

试验不同周期间的基线期和给药期受试者进餐标准和

时间应保持一致。对于餐后试验，建议在给药前-48 h、-24 h

和0 h取样点前30 min给予相同的标准餐。 

对于空腹和餐后试验，应测定给药前-48 h、-42 h、-36 h、

-30 h、-24 h、-18 h、-12 h、-6 h和0 h的熊去氧胆酸及总熊去

氧胆酸基线水平。如果基线稳定，可选取给药前-24 h~0 h的

数据进行基线校正。每个受试者基线校正时应使用各自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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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期基线水平的平均值。 

关注同分异构体的影响，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应具有足够

的特异性。 

三、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豁免 

本品当前仅上市250 mg规格，本项不适用。 

四、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熊去氧胆酸胶囊说明书. 2015. 

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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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

导原则》. 2018. 

4.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on 

Ursodiol. 2021.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tes on the design of 

bioequivalence study: Simeprev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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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对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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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多规格豁免 BE药学评价标准“处方比例相似性”

相关问题的问答（征求意见稿二）》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32f2e68fabb31a2389dfe9f832375e2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26 日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6年 3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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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多规格口服固体制剂可以基于其中某一规格的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结

果，采用体外药学评价的方法豁免其他规格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其中，豁免条件之一为“各规格制剂的处

方比例相似”。 

 为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仿制药的开发，在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结合反馈意见、相关文献，对该指

导原则中的“处方比例相似性”相关问题的解读进行修订。 

 现再次向各界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请将反馈意见发到 changyy@cde.org.cn 或

tianj@cde.org.cn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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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药学评价标准“处方比例相似性”相关问题的问答（征求意见稿二）》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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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6 年 3 月发布了《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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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提出：对于多规格口8 

服固体制剂（如，常释制剂：片剂和胶囊，调释制剂：肠溶9 

片、缓释片剂、缓释胶囊等），可以基于其中某一规格（通10 

常建议为最高规格）的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采用体外11 

药学评价的方法豁免其他规格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学评12 

价方法包括：1）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13 

相似；2）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其中处方比例相似是14 

指以下两种情况： 1）不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15 

组成比例相似。2）对于高活性的药物（原料药在制剂中所占16 

重量比例低）：①不同规格的制剂重量一致（差异不超过10%）；17 

②各规格使用相同的非活性组分；③规格的变更系通过改变18 

活性组分的用量以及一个或多个非活性组分的用量来实现。19 

为更好的指导企业进行仿制药的开发，降低研发成本，提高20 

研发效率，现对该指导原则中的“处方比例相似性”的相关问21 

题进行解读。 22 

一、“不同规格”、“各规格”的具体所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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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同规格”、“各规格”是指拟豁免规格与 BE 规格相24 

比。 25 

二、“组成比例相似”如何理解？ 26 

答：对于常释制剂：“组成比例相似”包括以下情况：①不27 

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②不28 

同规格之间所有非活性成分和活性成份比例基本相同，即在29 

处方等比放大或缩小的基础上，不同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的30 

变化幅度在《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试31 

行）》辅料用量变更中的中等变更允许的范围内;③不同规格32 

之间非活性成分和活性成分的比例不相似，如申请人申请豁33 

免，应提供可视为处方相似的充分理由，监管机构在审评期34 

间进行综合评估。[8] 35 

对于调释制剂：“组成比例相似”包括以下情况：①不同规36 

格之间所有非活性成分与活性成份的比例完全相同；②不同37 

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与活性成分的比例不完全相同，如申请38 

人申请豁免，应证明比例是合理的，且与产品的药物释放机39 

制相适应。审评期间基于整体资料进行综合评估。[8] 40 

三、“高活性药物”如何判断？ 41 

“高活性药物”是活性成分的含量在制剂中相对较低的药42 

物，如，活性成分的含量在片芯和胶囊内容物的占比<5%[1，
43 

3]。 44 

四、不同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的变化幅度如何计算?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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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活性组分是除活性成分外的其它成分[1，2]，当不同46 

规格活性成分和非活性成分非等比例变化时，先计算不同规47 

格的非活性成分相对于单剂量处方的比例，后计算不同规格48 

间的差值[3，4，5]。当处方中非活性变化种类多于一种时，非活49 

性成分的变化幅度应为各非活性成分变化量的绝对值之和。 50 

五、具体实例 51 

（一）例 1：常释片剂 1 52 

规格 20mg 

（BE规格） 

10mg 

（拟申请豁免规格） 

各组分用量 重量（mg） 比例（%） 重量（mg） 比例

（%） 

API 20 6.7 10 6.7 

填充剂 1 187 62.3 93.5 62.3 

填充剂 2 60 20 30 20 

填充剂 3 15 5 7.5 5 

崩解剂 12 4 6 4 

润滑剂 6 2 3 2 

片芯重量 300 100 150 100 

例１中 20mg 规格为 BE 规格。拟申请豁免的 10mg 规53 

格与 BE 规格的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54 

属于常释制剂“不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55 

例完全相同”，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且56 

两个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提条57 

件，可以豁免 10mg 规格的 BE 试验。 58 

（二）例 2：常释片剂 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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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10mg 

（BE规格） 

5mg 

（拟豁免规格） 

各组分用量 重量（mg） 比例（%） 重量（mg） 比例

（%） 

API 10 6.7 5 6.7 

填充剂 1 120 80 58.5 78 

填充剂 2 9 6 6 8 

粘合剂 9 6 4.5 6 

润滑剂 2 1.3 1 1.3 

片芯重量 150 100 75 100 

例 2 中 10mg 规格为 BE 规格。拟申请豁免 5mg 规格在60 

BE 规格处方等比缩小的基础上，调整了填充剂 1、填充剂 261 

的用量。按问题 4 计算方式，计算 5mg 规格与 BE 规格的填62 

充剂 1 变化幅度 80%-78%=2%，填充剂 2 变化幅度 8%-63 

6%=2%，填充剂总变化幅度 4%，小于《已上市化学药品药64 

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辅料用量变更中的Ⅱ类65 

变更允许的范围（±10%）内，故 5mg 规格属于常释制剂“不66 

同规格之间所有非活性成分和活性成份比例基本相同”的情67 

形。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且各规格制剂68 

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提条件，可以豁免69 

BE 试验。 70 

（三）例 3：缓释制剂 71 

规格 200mg（BE 规格） 150mg 50mg 

各组分用量 重量

（mg） 

比例

（%） 

重量

（mg） 

比例

（%） 

重量

（mg） 

比例

（%） 

API 200 41.67 150 41.67 50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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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释材料 1 48 10 36 10 12 10 

填充剂 1 120 25 90 25 30 25 

填充剂 2 100 20.83 75 20.83 25 20.83 

润滑剂 12 2.5 9 2.5 3 2.5 

片重 480 100 360 100 120 100 

包衣控释材料 1 1.2  0.9  0.3  

包衣控释材料 2 0.12  0.09  0.03  

包衣片重量 481.32  360.99  120.33  

例 3 中 200mg 规格为 BE 规格。拟申请豁免 50mg、72 

150mg 规格与 BE 规格的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73 

全相同，属于常释制剂“不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74 

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75 

要求，两个规格制剂与 BE 制剂释药原理相同，且两个规格76 

与 BE 规格在三种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提条77 

件，可以豁免 50mg、150mg 规格的 BE 试验。 78 

（四）例 4：普通片剂 3（高活性药物） 79 

规格   15mg 

（BE规格） 

10mg 

（拟申请豁免规格） 

各组分用量 重量（mg） 比例（%） 重量（mg） 比例

（%） 

API 15 3.75 10 2.5 

填充剂 1 289 72.25 294 73.5 

填充剂 2 80 20 80 20 

崩解剂 12 3 12 3 

润滑剂 4 1 4 1 

片芯重量 400 100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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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中 15mg 规格为 BE 规格。拟申请豁免的 10mg 规80 

格与 BE 规格相比，原料药在制剂中所占重量比例均小于81 

5%，属于高活性药物。不同规格的制剂重量一致，各规格82 

使用相同的非活性组分，规格的变更系通过改变活性组分83 

的用量以及填充剂用量实现的。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84 

等效性要求，且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85 

相似的前提条件，可以豁免 10mg 规格的 BE 试验。 86 

参考文献： 87 

1 、 Guidanc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88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Janunary 2010. 89 

2 、 §320.22 Criteria for waiver of evidence of in vivo 90 

bioavailability or bioequivalence. 91 

3、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92 

General Considerations Guidance for Industry（Draft Guidance）. 93 

FDA  February 2019. 94 

4、SUPAC-IR: Immediate-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95 

Scale-Up and Post-Approval Changes: Chemistry, 96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 Vitro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In 97 

Vivo Bioequivalence Documentation (I)    11/30/1995 98 

5、SUPAC-MR: Modified 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99 

Scale-Up and Postapproval Changes: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100 

and Controls, In Vitro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In Vivo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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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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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

仿制境内已上市原研药品的药品应与原研药品的质量和疗

效一致。 

国家局 2016 年 3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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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简称仿制药生物等效性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提出：

对于多规格口服固体制剂，可以基于其中某一规格的人体生

物等效性试验结果，采用体外药学评价的方法豁免其他规格

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药学评价方法中提到了各规格制剂的

处方比例相似。 

为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仿制药的开发和理解上述指导

原则，对仿制药生物等效性指导原则中关于多规格豁免 BE

药学评价标准“处方比例相似性”进行解读，起草了本“问答”。 

二、起草过程 

2019 年 9 月 20 日召开专家咨询会，修订完成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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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征求意见稿。2020 年 1 月 8 日进行第一轮公开征求意

见。  

2021 年 5 月 7 日再次召开专家咨询会，结合新 4 类药品

审评情况，进一步修订了“问答”中问题 2 及具体实例，进行

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 

三、起草内容及说明 

“问答”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并提供了有助于理解问题

2 的具体案例。四个问题分别为：（1）“不同规格”、“各规格”

的具体所指？（2）“组成比例相似”如何理解？（3）“高活性

药物”如何判断？（4）不同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的变化幅度

如何计算?具体案例包括（1）常释制剂不同规格成等比例变

化；（2）常释制剂不同规格在等比例基础上，非活性成份变

化幅度在中等变化幅度内；（3）调试制剂不同规格成等比例

变化；（4）高活性药物。 

与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相比，此次主要修订了问题 2 及具体实

例。问题 2“组成比例相似”，结合仿制药生物等效性指导原

则格式，从常释制剂、调试制剂两个层面表述，常释制剂“组

成比例相似”可分成三个层次：完全相同、基本相同和不相似；

调释制剂“组成比例相似”可分成两个层次：完全相同、不完

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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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对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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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多规格豁免 BE 药学评价标准“处方比例相似性”相关问题的问答（征求意

见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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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90a7d798f1a2a86e6a5798247c9454e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 26 日 

    为进一步明确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相关技术要求，我中心起草了《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

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以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

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何艳；杨柳 

   联系方式：heyan@cde.org.cn；yangl@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 月 26日 

 

附件 1 :《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 :《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 :《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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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一、概述 3 

多晶型现象是指同一化学结构分子因存在多种不同的4 

排列形式和分子构象而形成不同晶型的现象。原料药的不同5 

晶型可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可能对原料药及制剂的6 

稳定性、制剂的生产工艺、溶出度及生物利用度等产生影响，7 

进而可能影响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所以研8 

究原料药的多晶型现象以及晶型可能对药物全生命周期各9 

环节产生的影响，是保证药物质量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10 

对化学仿制药的研发具有重大意义。 11 

本指导原则结合我国仿制药晶型研究的现状并参考国12 

外监管机构相关指导原则起草，旨在明确仿制药晶型研究过13 

程中的关注点，涉及的晶型包括无水物、水合物、溶剂合物14 

和无定型等。 15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目前对于该问题的观16 

点和认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17 

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 18 

二、总体考虑 19 

申请人应基于风险评估的理念，在全面理解参比制剂目20 

标质量概况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晶型进行处方工艺开发。21 

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原料药多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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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种类，重点晶型的制备、表征及理化性质研究；二是原23 

料药多晶型对制剂工艺和疗效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研究24 

结果选择适宜晶型。 25 

（一）仿制药晶型选择 26 

申请人应对原料药的多晶型现象有足够的认识。可以通27 

过科学文献、专利以及其他相关的参考资料，或通过晶型筛28 

选试验获得相关数据。晶型筛选应关注在原料药和制剂制备29 

和贮存过程中可能会生成或转化的晶型。 30 

对于仿制药，通常情况下应选择与参比制剂一致的晶型，31 

若有足够的试验数据证实其他晶型制备的仿制药与参比制32 

剂生物等效且具有合适的稳定性，也可选择与参比制剂不同33 

的晶型。无论选择何种晶型，均应对所选择晶型进行充分的34 

理化性质和稳定性研究。 35 

（二）仿制药晶型研究思路 36 

对于仿制固体制剂、半固体制剂和混悬剂，应主要考虑37 

晶型对原料药及制剂工艺和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对制剂溶出38 

和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的影响，在充分研究晶型对其影39 

响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药物的晶型进行控制。 40 

对于液体制剂（如口服液、注射液等），建议关注原料41 

药的不同晶型对制剂工艺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 42 

三、仿制药研发中晶型问题的关注点 43 

（一）晶型与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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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料药不同晶型的内部分子排列或分子构象不同，45 

所以可能存在溶解度和溶解速率的差异。当原料药不同晶型46 

的表观溶解度存在差异时，建议申请人关注这种差异是否会47 

影响制剂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48 

原料药不同晶型的表观溶解度差异是否会影响制剂生49 

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取决于影响药物吸收速度和程度的50 

各种生理学因素，包括胃肠道蠕动、药物的溶出、药物的渗51 

透性等。此时，生物药剂学分类（BCS）可科学地评价多晶型52 

现象对制剂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影响程度,使用BCS分类53 

进行评估时，应自证拟开发品种的BCS分类。 54 

对于体内吸收仅受溶出速度限制的高渗透性药物，若不55 

同晶型之间表观溶解度差异较大，就很可能影响生物利用度56 

/生物等效性。而对于吸收仅受肠道渗透性限制的低渗透性、57 

高溶解性药物，各晶型之间的表观溶解度的差异对生物利用58 

度/生物等效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高溶解性药物，当各晶59 

型的表观溶解度均足够大，药物的溶出速度快于胃排空速度60 

时，各晶型之间的表观溶解度的差异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61 

效性的影响不明显。 62 

在证明仿制药与参比制剂体内生物等效后，溶出度检查63 

可用于评价仿制药的批间一致性。当晶型转变可能影响制剂64 

的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时，可通过溶出度检查作为监控65 

方法，但应提供研究资料论证所用溶出方法能反映上述变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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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晶型与制剂工艺 67 

原料药的不同晶型可呈现不同的物理和机械性质，包68 

括吸湿性、颗粒形状、密度、流动性和可压性等，进而可69 

影响原料药的纯化和/或制剂的生产。鉴于原料药多晶型可70 

影响制剂工艺的稳健性，故建议申请人密切关注原料药的71 

多晶型。 72 

多晶型对制剂生产过程的影响还与制剂处方和工艺有73 

关。例如，对于粉末直压的工艺，尤其是当原料药在处方中74 

所占的比例较大时，原料药的固态特征是药物制剂生产的关75 

键影响因素；而对于湿法制粒工艺，原料药的固态特征通常76 

被制粒过程所改变或掩盖，其固态特征对生产的影响可能就77 

比较小。关于原料药多晶型对制剂工艺的影响，需要考虑的78 

关键问题是确保能够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过程控制和放79 

行标准的制剂。 80 

原料药经干燥、粉碎、制粒和压片等制剂工艺步骤，在81 

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均可能出现转晶现象，其82 

晶型转变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不同晶型的相对稳定性、相转变83 

能垒，以及外加应力。应对工艺过程中晶型转变情况进行充84 

分的研究。 85 

（三）晶型稳定性 86 

在药物开发过程中，为了降低转晶的可能性，以及得到87 

更好的化学稳定性，通常选择热力学最稳定的晶型。在某些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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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如，基于提高难溶性药物生物利用度等考虑）如果89 

选择亚稳态晶型或无定型作为开发晶型，应证明所选择晶型90 

在生产和贮存过程中具有足够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特别关91 

注药物晶型的稳定性，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适当的处方、92 

生产工艺、包装等）避免在贮存期间亚稳态晶型向稳定型晶93 

型转变。 94 

（四）晶型药物仿制药中晶型控制方法的制订 95 

决策树 1-3为仿制药申请人提供了策略过程，该过程用96 

以评估多晶型对晶型药物仿制药的重要性，以及制订晶型控97 

制方法的各种方式。虽然决策树采纳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98 

多晶型影响制剂生物等效性/生物利用度的潜在因素而建构，99 

但建议申请人仍要考虑多晶型对制剂工艺稳健性产生的影100 

响，以及对制剂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101 

1.制订晶型检查项的必要性 102 

决策树1为原料药和/或制剂标准中制订晶型检查项的103 

建议。如果原料药所有晶型表观溶解度没有差异或者均为高104 

溶解性，则原料药的不同晶型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产105 

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通常情况下无需在原料药和106 

/或制剂中制订晶型检查项。 107 

2.原料药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108 

按照BCS分类系统对药物的溶解性进行区分，当原料药109 

的至少一种晶型属于低溶解性时，可参考决策树2制订该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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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药晶型检查项。若中国药典中收载了晶型检查项，且该项111 

适用于目标晶型的控制，可在原料药质量标准中采用与药典112 

相同的晶型检查项。若中国药典没有收载晶型检查项，或该113 

项不适用于目标晶型的控制，申请人应参考相关文献（如，114 

其他国家药典等）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新的晶型检查115 

项。 116 

3.制剂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117 

可参考决策树3选择制剂中晶型的控制策略。通常，如选118 

择的晶型是热力学最稳定的晶型，或者选择与参比制剂使用119 

相同的晶型，通常情况下无需在制剂质量标准中制订晶型检120 

查项，但如果选择的是亚稳态晶型，由于亚稳态晶型可能在121 

制剂工艺和贮存过程中发生晶型转变，需要进行相关研究并122 

依据研究情况决定是否在制剂质量标准中制订晶型检查项。123 

对于难溶性药物，如果晶型变化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124 

的影响可通过制剂的性能检测（如，溶出度）进行控制时，125 

可通过溶出度等性能检测项替代晶型控制。如果需要对晶型126 

进行控制，且难以建立制剂其他质控指标与晶型之间关系时，127 

应在制剂质量标准中制订反映晶型变化的其他检测项（如，128 

固态表征等）。 129 

四、药物晶型的表征和控制 130 

（一）晶型表征 131 

常用的晶型表征方法包括：单晶X射线衍射法（SXRD）、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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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X射线衍射法（PXRD）、红外光谱法（IR）、拉曼光谱法133 

（Raman）、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热重法（TG）、毛细134 

管熔点法（MP）、光学显微法（LM）、偏光显微法（PM）、135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ssNMR）等。其中，单晶X射线衍射法136 

和粉末X射线衍射法是目前公认的最可靠方法。热分析方法137 

（如，差示扫描量热法、热台显微镜法等）和光谱法等（如，138 

红外光谱法、拉曼光谱、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等）均可进一139 

步支持不同晶型的确证。 140 

鉴于上述所提及的表征方法多数仅能反映不同晶型某141 

一方面的物理性质，因此，申请人应结合申报品种和拟采用142 

晶型的特点等选择适宜的方法对晶型进行表征。 143 

（二）晶型控制 144 

可参照《中国药典》相关通则对晶型进行定性和/或定量145 

分析。其他国际公认用于物相分析的方法也可对晶型进行定146 

性或定量分析，确保原料药或制剂中有效晶型的含量。 147 

常用的定量方法包括：粉末X射线衍射法（PXRD）、红外148 

光谱法（IR）、差示扫描量热法（DSC）、拉曼光谱法（Raman）、149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ssNMR）等。 150 

五、决策树 151 

决策树1  制订晶型检查项的必要性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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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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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 2  原料药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155 

 156 

决策树 3  制剂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157 

 158 

六、名词解释 159 

晶型：指固体物质的分子排列形式和分子构象。 160 

多晶型现象（同质异晶现象）：描述固体化学药物物质161 

状态，可由一组参量（晶胞参数、分子对称性、分析排列规162 

律、分子作用力、分子构象、结晶水或结晶溶剂等）组成，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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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参量中的一种或几种发生变化，而使其存在有两种或164 

两种以上不同的固体物质状态。 165 

晶态：指分子在晶格中具有周期性、对称性的排列规律。 166 

晶型药物：指药效成分以特定晶型状态存在的固体药物，167 

尤其是固体化学药物。 168 

无定型：指分子的排列没有周期性规律。 169 

无水物：指不含结晶水或结晶溶剂的晶态物质。 170 

溶剂合物：指含有化学计量或非化学计量溶剂的晶型物171 

质。 172 

水合物：如果溶剂合物的溶剂为水，该溶剂合物通常被173 

称为水合物。 174 

表观溶解度：物质在表观平衡(过饱和)状态下的浓度。175 

表观溶解度不同于真正的热力学溶解度，真正的热力学溶解176 

度是在无限平衡时达到的。 177 

转晶现象：化合物晶型物质状态因环境条件变化（如：178 

温度、湿度、光照、压力等）而从某种晶型物质状态转变为179 

另外一种晶型物质状态。 180 

热力学最稳定晶型：具有多晶型的化合物，在给定温度181 

和压力下，吉布斯自由能最低的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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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多晶型现象在固体化学药物中比较常见。研究发现，

药物的不同晶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机械学、热力学、物理

学和化学的特性，进而可能影响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

质量可控性等。近年来药物晶型研究越来越广泛，但是目

前国内除了中国药典 2020年版四部 9015通则中对晶型的

研究和控制方法进行了介绍，尚无明确的指导原则用于指

导仿制药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晶型的研究。国际上，仅 FDA

于 2007年 7月颁布仿制药晶型研究指导原则，ICH Q6A中

对何时和如何监测和控制新原料药和新药制剂的多晶型提

供了指导，欧洲药典 10.0版中对多晶型进行了具体阐述、

WHO于 2018年 12月发布多晶型草案。 

因此结合我国仿制药晶型研究的现状并参考国外监管

结构机构相关指导原则起草本指导原则，旨在明确在仿制

药晶型研究过程中的关注点。 

二、起草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概述、总体考虑、仿制药研发

中晶型问题的关注点、药物晶型的表征和控制、决策树、名

词解释及参考文献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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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部分，对多晶型对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

控性的影响，以及指导原则中晶型的涵盖内容进行概述，说

明本指导原则的立题背景和目的。 

总体考虑部分，基于监管理念的更新，说明仿制药晶型

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分别从仿制药晶型选择和仿制药晶型研

究思路两方面予以阐述。本部分说明重点考虑在原料药和制

剂制备和/或贮存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的晶型；明确仿制药晶

型可与参比制剂不同但应有充分研究和依据；明确仿制固体

制剂、半固体制剂和混悬剂的整体研究思路，并建议关注原

料药多晶型现象对液体制剂可能产生的影响。 

仿制药研发中多晶型问题的关注点部分，主要参考 FDA

的仿制药晶型研究指南，并结合 WHO的多晶型草案。其中第

一、二、三小部分重点阐述晶型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制剂工艺及稳定性的影响；第四小部分结合决策树，参考 FDA

的仿制药晶型研究指南，提供了如何评估原料药多晶型现象

对制剂生物等效性/生物利用度影响情况，及是否制订晶型

检查项的建议，明确制订晶型检查项的必要性、原料药晶型

检查项的制订、制剂晶型检查项的制订。申请人应在对产品

全面理解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拟定合理的控制

策略。 

药物晶型的表征和控制部分，主要参照《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9015“药品晶型研究及晶型质量控制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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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于中国药典对晶型的测定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此

章节仅进行简单罗列，不再赘述。申请人应结合申报品种和

拟采用晶型的特点等选择适宜的方法。 

决策树部分，与“三、仿制药研发中晶型问题的关注点

（四）晶型药物仿制药中晶型控制方法的制订”部分一一对

应，通过决策树形式对仿制药晶型研究和控制策略提出了建

议。 

名词解释部分，参考《中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 9015

药品晶型研究及晶型质量控制指导原则、FDA 仿制药晶型研

究指南、EP10.0、ICH Q6A等相关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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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 

意见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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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8ce8b32a9761bc4addc26070df27849 发布日期:2021 年 09 月26 日 

     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为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过程的关键考察指标。为进一步加强质量源于设计

（QbD）理念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提高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水平，我中心经调研以及与专家

和业界讨论，组织起草了《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我们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后续完善。征求意

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个月。 

 请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以下联系人的邮箱。 

 联系人：何驰宇；高璇  

 邮箱：hechy@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1年 9 月 26日 

 

 

附件 1：《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pdf 

附件 2：《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附件 3：《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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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4 

口服固体制剂是指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等经口服给药5 

的固体制剂。混合和压片/填充步骤是口服固体制剂生产工艺6 

的关键工艺步骤，如何使混合物料的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7 

单位均匀度满足生产需求，确保每个单位剂量的物料中含有8 

均等的活性物质，是实现成品含量均匀的前提。为进一步加9 

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10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11 

for Human Use，ICH）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在实际生12 

产中的运用，提高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水平，13 

明确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的技术要求，制14 

定本指导原则。 15 

本指导原则主要参考国际相关技术文件/指导原则起草16 

制定，旨在解决工业上关注的过程控制粉末混合均匀度和中17 

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问题，提供粉末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18 

单位均匀度的一种研究策略，以期为药物研发和生产过程中19 

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20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口服固体制剂，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21 

企业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结合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特点，22 

对混合或压片/填充工艺步骤评估为中高风险的品种进行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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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例如，中国药典要求进行含量均匀度测定的口服固体制24 

剂，其混合不均匀的风险较高，应进行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25 

量单位均匀度的研究。应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关键批次进行26 

考察，如工艺验证、临床研究、上市后变更等批次。考察批27 

次需结合产品特点进行评估，确保产品质量始终如一。根据28 

研究结果并结合质量风险管理，评估建立商业化生产批次混29 

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有效控制措施的必要性。 30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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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更新。应用本指导原则设计和实施研究时，可同时参考药品33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和其34 

他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文件。 35 

二、总体考虑 36 

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是口服固体制剂生37 

产过程中的关键考察指标，影响混合不均匀的原因，通常与38 

物料的理化性质（如物料粒径及其分布、引湿性等）、工艺特39 

点（如湿法制粒、粉末直压等）等相关。制剂申请人/药品生40 

产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应依据质量源于设计（QbD）的理念，41 

结合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特点，对可能影响混合均匀度或中控42 

剂量单位均匀度的因素进行风险评估，设计合理的取样计划，43 

以充分的反映物料的混合效果，建立合理的验收标准，以确44 

保成品含量均匀度满足拟定目标的要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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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旨在提供一种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46 

均匀度的研究策略，故决策树（详见附件 1）未明确具体的47 

取样计划和验收标准。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在有充分合48 

理理由时，可灵活的选用优选的取样计划和验收标准。无论49 

选取何种方法，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均应充分证明方法50 

的合理性，以确保成品含量均匀性。 51 

三、取样计划 52 

本指导原则推荐采用分层取样方法，该方法可以在预定53 

的时间/位置间隔收集单剂量样品，或在压片/填充过程中收54 

集可能造成成品含量均匀度不合格的较高风险位点的样品。55 

这些试验结果可用于监控生产中最有可能引起成品差异的56 

过程，并指导开发单独的控制程序，以确保混合均匀度和中57 

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符合要求，最终保证成品的含量均匀性。 58 

（一）混合阶段取样计划 59 

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混合操作均可进行混合均匀度评估，60 

其中，压片或填充操作步骤前的最终混合物均匀度是保证成61 

品含量均匀度的基础，也是取样开展混合均匀度研究的最佳62 

阶段，原则上不应跳过该阶段的混合均匀度研究而直接进行63 

终产品含量均匀度检测。 64 

制定混合阶段取样计划时，取样点应均匀分布且具有代65 

表性。应结合混合设备的结构特点，确定混合设备的死角，66 

运用合适的工具，选取不同位置的取样点进行分析，以考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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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混合效果。这些取样点既应涵盖全部物料，也应包括68 

能够代表整个混合容器中最容易发生混合不均匀的位置。例69 

如，对于滚筒式混合设备(如方锥型混合机、V-型混合机、双70 

锥型混合机)，取样点应至少分布在混合物料的上、中、下三71 

层及卸料区域（总混取样示意图可参考附件 2）。 72 

建议在混合设备和/或中间体物料容器中至少选取 10 个73 

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取 3 份混合样品。单份样品取样量74 

通常应在 1-10 倍单位剂量范围内，样品应全量用于混合均匀75 

度检测。建议评估粉体取样量的影响，当取样量大于 3 倍剂76 

量时，需进行论证或科学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应避免出77 

现二次取样情况，以确保取样量能够用于测定混合物的真实78 

混合均匀度。 79 

在混合器和/或中间体容器中广泛取样，对多批次的混合80 

物料进行分析，并应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混合物料的81 

混合均匀度进行评估，定量评估样品中出现的任何偏差。判82 

断出现样品偏差的原因是混合不充分，还是由于取样误差。83 

单处取样点出现了显著性偏差，可能是由一个因素引起的，84 

如混合不充分、取样错误或物料聚集，或是多个因素的组合85 

效应。不同取样点之间显著性偏差则提示混合不充分。 86 

（二）压片/填充阶段取样计划 87 

制定压片/填充阶段取样计划时，应根据压片/填充工序88 

的全过程预设适宜的取样位置和取样间隔，对剂量单位进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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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和检测。取样点必须覆盖整个压片/填充运行过程。取样90 

点应大致分布均匀，并重点关注重要事件（例如，储料罐和91 

中间体容器的加料过程、生产设备停机再启动过程等）对样92 

品的影响，这些取样点的考察结果可用于监控生产过程中最93 

有可能影响成品含量均匀度的步骤。 94 

建议对压片/填充工序的整个批次中一般不少于 20 个取95 

样点进行在线取样，每个取样点至少取样 7 个剂量单位。对96 

于部分特殊情况，例如批量较小、工艺时长较短等，无法达97 

到建议的取样点，在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说明后，可以适当减98 

少取样点。 99 

对比上述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数据的100 

结果。调查对比结果中出现的任何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根101 

本原因。根据分析结果考虑是否需重新进行处方开发以优化102 

粉末的物理性质，或进行生产工艺的优化。 103 

四、验收标准 104 

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在评估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105 

量单位均匀度时，应依据产品含量及含量均匀度的控制范围，106 

拟定合理的验收标准。应结合风险控制的理念，确定适宜的107 

检测量，以充分评估产品的含量均匀性。以下为本指导原则108 

依据上述第三部分列举的取样计划提供的一种验收标准的109 

举例。 110 

（一）混合均匀度验收标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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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整个批次中选取至少 1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112 

取 3 份混合样品。 113 

2.每个取样点检测一个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相对标准114 

偏差（RSD），所有单值在均值的±10.0%（绝对）以内。 115 

（1）如果 RSD ≤ 5.0％，进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116 

测定。 117 

（2）如果 RSD > 5.0％，则测定剩余样品（每个取样118 

点的另外 2 份样品）的混合均匀度。 119 

3.剩余样品的混合均匀度检测：测定每个取样点的其他120 

混合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 RSD，所有单值在均值的±10.0%121 

（绝对）以内。 122 

（1）如果 RSD ≤ 5.0％，进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123 

测定（至少测定 2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检测 7 个124 

剂量单位）； 125 

（2）如果 RSD > 5.0％，则进行调查，以确定变异性126 

是否是由产品/工艺问题或取样/分析误差引起的。 127 

如果高 RSD 归因于取样/含量测定误差，则进行中控128 

剂量单位均匀度（至少测定 2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129 

少检测 7 个剂量单位）；如果高 RSD 归因于产品/工艺相130 

关的原因，混合均匀性则是不可接受的。 131 

（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验收标准 132 

1.整个批次中一般不少于 20 个取样点（包括运行的开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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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结束点；数值应进行重量校正）进行在线取样，每个取134 

样点至少取样 7 个剂量单位。 135 

2.测定每个取样点中至少 3 个剂量单位，每个取样点的136 

平均值在目标剂量的 90.0%－110.0%之间，所有单值在目标137 

剂量的 75.0%－125.0%之间。 138 

（1）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中控剂量单位139 

均匀度可被接受； 140 

（2）如果 RSD＞6.0%，则测定剩余样品（每个取样141 

点所有未检验的单剂量）的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 142 

3.剩余样品的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检测：测定未检验的143 

剩余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 RSD。每个取样点的平均值在目144 

标剂量的 90.0%－110.0%之间。所有单值在目标剂量的 75.0%145 

－125.0%之间。 146 

（1）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中控剂量单位147 

均匀度可被接受； 148 

（2）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含量不均匀。149 

需对两个阶段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潜在的变异性150 

来源，从而对生产工艺加以改进。 151 

五、其他考虑 152 

本指导原则推荐的取样计划并不适用于所有生产情况，153 

当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时，154 

例如，取样点无法达到建议的 20 个取样点，或生产工艺经风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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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需增加取样点，或取样量不在建议的单位剂量范围内，156 

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也可以采用其他取样计划，可以对157 

验收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应提供替代取样计划的理158 

论依据及科学说明，拟定的验收标准应合理，以确保混合均159 

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满足拟定目标的要求。 160 

对于窄治疗指数药物，由于其单位剂量的准确性对药物161 

有效性、安全性有较大的影响，建议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162 

业基于对产品的科学认知和风险评估，制定更加严格的取样163 

计划，进行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考察，拟定164 

更严格的验收标准。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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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166 

附件 1:混合阶段和压片/填充阶段决策树 16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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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总混取样示意图 16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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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词解释 171 

混合均匀度（Powder mix uniformity）：是指混合物料的172 

均匀度。 173 

中控剂量单位（In-process dosage unit）：是指生产中的未174 

经包衣或包装的单个胶囊和药片。 175 

分层取样（Stratified sampling）：是指一种收集代表性样176 

品的方法。可以从研究批次的各个确定位置选取单剂量样品，177 

或者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或时期选取单剂量样品，取样点178 

在覆盖全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应选取可能造成成品含量均匀179 

度不合格的较高风险的位点。 180 

重量校正（Weight correct）：是指一种用于消除片重差异181 

对混合均匀度影响的数学校正方法。例如，规格为 20mg 的182 

片剂，理论片重为 100mg，实测主药含量和片重分别为183 

19.4mg 和 98mg，经重量校正的结果为（19.4÷98）÷（20÷100）184 

×100=99%。 185 

RSD：是指相对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RSD）=【标186 

准偏差（SD）/计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X）】×100%。 187 

八、参考文献 188 

[1]《药品 GMP 指南：口服固体制剂》中国医药科技出189 

社，2010. 190 

[2]《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社，2020. 191 

[3]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As: Blend Uniformity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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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口服固体制剂的生产过程中，混合和压片/填充步骤是生

产工艺的关键工艺步骤，如何使混合物料的混合均匀度和中

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满足生产需求，确保每个单位剂量的药物

有均等的活性物质，是实现成品含量均匀的前提。 

目前，国内尚无成熟的、可用于指导混合均匀度和中控

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的相关技术要求。为进一步明确混合均

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的技术要求，结合 ICH质量

源于设计（QbD）等理念的相关要求，制定本指导原则。 

二、起草内容与说明 

本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概述、总体考虑、取样计划、

验收标准、其他考虑、附件、名词解释以及参考文献八个部

分。 

概述部分：对本指导原则的修订背景和目的进行了简要

阐述，明确了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为混合或压片/填充工艺经

评估为中高风险的口服固体制剂，例如，中国药典要求进行

含量均匀度检测的口服固体制剂。应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关

键批次进行考察，如工艺验证、临床研究、上市后变更等批

次开展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并根据研究

结果制定有效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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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考虑部分：强调了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应依据

质量源于设计（QbD）的理念，设计合理的取样计划和验收

标准，并说明本指导原则旨在提供粉末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

量单位均匀度的一种研究策略，并非评价混合均匀度和中控

剂量单位均匀度的唯一方法。 

取样计划部分：引入了分层取样的概念，分别对混合阶

段和压片/填充阶段的取样计划提出了相关建议。明确了压片

/填充操作步骤前的最终混合物为评价混合均匀度的最佳指

标，混合阶段取样点应结合混合设备的特点进行设定。压片

/填充阶段的取样点必须覆盖整个压片/填充运行过程，并关

注重要事件对样品的影响。 

验收标准部分：提供了对应本指导原则取样计划的一种

验收标准的举例。强调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应依据产品

含量及含量均匀度的控制范围，拟定合理的验收标准。 

其他考虑部分：阐述了可能存在的其他特殊情况，制剂

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也可以采用其他取样计划和验收标准，

前提是保证取样计划的科学性以及验收标准的合理性，以确

保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满足拟定目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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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实施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申报的公告（2021 年

第 119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930111641179.html 发布日期：2021年 0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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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

16号）文件精神，实现药品注册申请的电子申报，提升“互联网+药品监管”应用服务水平，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和推进了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eCTD）申报相关工作。现将实施 eCTD

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实施时间和实施范围 

  自 2021年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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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上市许可申请，可按照 eCTD进行申报。 

  二、 eCTD申报资料格式和实施要求 

  申请人应按照 eCTD技术文件（附件 1—4）要求准备和提交 eCTD申报资料光盘，并在 eCTD 注

册申请新报资料受理后 5个工作日内，提交纸质资料。申请人如未按照规定时间提交纸质资料，按

终止药品注册程序处理。同时，申请人应承诺所提交的电子资料与纸质资料内容完全一致，如因资

料一致性产生的任何问题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三、 其他事项和要求 

为确保 eCTD稳步推进，减少对申报工作的影响，对于上述注册申请，申请人仍可选择现有注册

方式进行注册申报。 

采用 eCTD申报的注册申请，申请人无需再单独提交核查检验用申报资料光盘和临床试验数据库光

盘。 

  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可在国家局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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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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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eCTD技术规范 V1.0 

   2.eCTD验证标准 V1.0 

   3.eCTD实施指南 V1.0 

   4.eCTD技术规范 V1.0附件包 

 国家药监局 

  2021 年 9 月 29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第 119号公告附件 1-eCTD技术规范 V1.0.pdf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第 119号公告附件 2-eCTD验证标准 V1.0.pdf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第 119号公告附件 3-eCTD实施指南 V1.0.pdf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第 119号公告附件 4-eCTD技术规范 V1.0附件包.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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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eCTD）模型结构 

下图是针对一个 eCTD 新药申请首次申请首次提交的全

套申报资料输出文件夹的结构示例，包括模块一至模块五的

内容文件，2 个骨架文件（XML 文件），1 个存放 DTD 相关

文件的 util 文件夹及 1 个存放 MD5 值的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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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结构说明 

本文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章，介绍本文档的目的、范围和应用以及相关配套

文件。 

第二章，介绍一套 eCTD 申报资料所需要包含的信息及

其层级结构。 

第三章，对在《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等相关规

范中未作要求，或明确指出由实施地区监管机构自行决定的

区域性管理信息进行说明。 

第四章，针对区域性管理信息中的模块一部分，对其总

体架构进行具体说明。 

第五章，介绍本文档的参考文件。 

第六章，介绍本文档相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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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目的 

eCTD 是用于药品注册申报和审评的电子注册文件。通

过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将

符合通用技术文档（CTD）规范的药品申报资料以电子化形

式进行组织、传输和呈现。 

本文档为 eCTD 技术规范，用以指导 eCTD 软件公司开

发符合要求的 eCTD 出版软件，及申请人制作符合要求的

eCTD 申报资料。 

在本文档中将使用 CN 作为中国的区域代码。 

1.2  范围和应用 

本文档对 eCTD 模块一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以及其他

区域性信息进行了说明。 

申请人准备 eCTD申报资料，除本文档外，还应参考《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等相关规范。 

1.3  配套文件 

eCTD 技术规范还包括以下配套文件： 

1. ICH 文档类型定义（DTD）文件和区域 Schema 文件 

DTD 和 Schema 都是用于对 XML 文档结构进行规

范并验证其有效性的定义和描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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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D文件指 ICH 发布的“ich-ectd-3-2.dtd”和“ich-stf-

v2-2.dtd”文件，用于对 eCTD 骨架文件、研究标签文件

（STF）的有效性进行技术验证。模块二至模块五的骨

架文件及研究标签文件中将引用上述 DTD 文件，请参

考附件 2-1：ICH DTD 文件和附件 2-2：ICH STF DTD

文件。 

区域 Schema 文件指“cn-regional-1-0.xsd”文件，用于

定义 eCTD 信封信息和模块一的标题，对区域性信息进

行技术验证以确保申报资料相关信息的准确性， 

“xlink.xsd”和“xml.xsd”文件作为区域 Schema 文件的引

用文件，用于定义 XML 文件的基本结构，请参考附件

1-1：区域 Schema 文件、附件 3-1：w3c 标准 xlink 结构

定义文件、附件 3-2：w3c 标准 xml 命名规范定义文件。 

2. 受控词汇文件 

一套 XML 格式的代码定义文件，用以实现多语言

显示/处理。代码定义文件主要包含内容有：eCTD 的有

效标题列表、提交的申请中使用的代码类型、代码名称、

中英文显示值、以及包括有效日期在内的代码版本控制

信息，请参考附件 1-2：受控词汇文件包。 

3. eCTD 验证标准 

验证标准提供了验证项目描述、验证项目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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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程度（错误、警告、提示信息)，用于对申报资料进

行验证，指导申请人如何纠正错误，制作出符合 eCTD

标准的申报资料。 

4. 样式表格文件 

样式表格文件包括 ICH 发布的“ectd-2-0.xsl”文件、

“ich-stf-stylesheet-2-2a.xsl” 或 “ich-stf-stylesheet-2-3.xsl”

文件，以及模块一的样式表格文件“cn-regional-1-0.xsl”，

分别用于规定模块二至模块五的骨架文件、申报资料中

的 STF 文件和模块一的骨架文件的展示样式，请参考附

件 2-3：ICH 样式文件、附件 2-4：ICH STF 样式文件 2-

2a、附件 2-5：ICH STF 样式文件 2-3、附件 1-3：区域

样式文件。 

5. STF 相关属性和标签有效值定义文件 

ICH 发布的“valid-values.xml（version 5）”文件，用

于定义 STF 文件中使用到的属性值和标签值，请参考附

件 2-6：STF 标签值文件。 

6. CTD 模块一文件组织结构 

用于定义模块一文件夹和文件的编号、标题名称、

元素名称、相对路径等信息，请参考附件 1-4：CTD 模

块一文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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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TD 申报资料结构 

eCTD 申报资料由申请、注册行为和序列三个层级来定

义。每个层级都包含一系列相关信息，即申请信息、注册行

为信息和序列信息。 

关于申请、注册行为、序列输出文件夹的层级示例如下

图 1 所示。 

 

图 1.申请、注册行为、序列输出文件夹的层级示例 

2.1  申请信息 

申请是指为了一个特殊的监管目的（如临床试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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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理和提交的申报资料的集合。一个药品在临床试验和新

药申请，或临床试验和仿制药申请两个阶段，对应两套独立

的申报资料集合，即两个申请。 

每个申请信息包含申请编号、申请类型、产品类型、原

始编号信息。 

2.1.1   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是一个申请在其全生命周期内的唯一识别编

号，由监管机构分配给申请人。 

在首次提交临床试验申请、新药申请或仿制药申请的

eCTD 序列时，申请人应从监管机构获取相应的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编码规则如下所示： 

字母（x=新药申请；y=仿制药申请；l=临床试验申请）

+年份（4 位数字）+5 位流水号。 

例如：x202112345。 

2.1.2   申请类型 

申请类型是一组定义的类型，用以描述申请的目的。有

关申请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 1-2 受控词汇文件中 cv-

application-type.xml 文件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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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是一组定义的类型，用以描述产品分类信息。

有关产品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 1-2 受控词汇文件中

cv-product-type.xml 文件的最新版本。 

2.1.4   原始编号 

原始编号是对一个进入注册审批程序的药品所给予的

基本的和永久的资料代号，是用于标识申请人、活性成分和

剂型的唯一识别码，由监管机构分配。 

原始编号编码规则为年份（4 位数字）+6 位流水号，例

如：2021123456。 

2.2  注册行为信息 

注册行为是指针对某一特定注册目的从首次提交到获

得批准的所有序列的申报资料集合，可以包含一个序列或多

个序列。同一个注册行为中的多个序列可以是连续的序列，

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序列。 

每个注册行为信息包括注册行为类型信息和相关序列

信息。 

2.2.1   注册行为类型 

注册行为类型是一组定义的类型，用于描述注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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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关注册行为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 1-2 受控词

汇文件中 cv-regulatory-activity-type.xml 文件的最新版本。 

2.2.2   相关序列 

相关序列用于将一个申请中的序列按照注册行为进行

分组。一个注册行为中首次提交的序列被称为该注册行为中

提交的所有序列的相关序列。 

相关序列应用的具体示例如下表 1 和下表 2 所示： 

表 1.临床试验申请的相关序列示例 

序列 相关序列 注册行为类型 序列类型 序列描述 

0000 0000 首次申请 首次提交 适应症为 xx的临床试

验申请 

0001 0000 首次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0的发补回

复 

0002 0002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生产工艺变更 

0003 0002 补充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2的发补回

复 

0004 0004 新适应症和联

合用药 

首次提交 新增适应症为 xx的临

床试验申请 

0005 0005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分析方法变更 

0006 0005 补充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5的发补回

复 

0007 0004 新适应症和联

合用药 

回复 对序列 0004的发补回

复 

0008 0008 研发期间安全

性报告 

首次提交 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

报告提交 

0009 0009 研发期间安全

性报告 

首次提交 其他潜在的严重安全

性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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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新药申请的相关序列示例 

序列 相关序列 注册行为类型 序列类型 序列描述 

0000 0000 首次申请 首次提交 适应症为 xx的新药上

市申请 

0001 0000 首次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0的发补回

复 

0002 0000 首次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0的发补回

复 

0003 0003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生产工艺变更 

0004 0004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分析方法变更 

0005 0003 补充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3 的发补

回复 

0006 0006 新适应症 首次提交 增加新适应症 xx 

0007 0004 补充申请 回复 对序列 0004的发补回

复 

0008 0008 再注册 首次提交 xx 产品再注册 

2.3  序列信息 

序列是指在某一注册行为中单次提交的申报资料的集

合。 

每个序列信息包括序列号、序列类型、序列描述和序列

联系人信息。 

2.3.1   序列号 

序列号是申请中唯一的 4 位数字的字符串，是用于区分

同一申请中不同提交序列的唯一标识。 

申请人应从 0000 开始提交，每次提交时须将序列号加

1，并按先后次序提交，不得跳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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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序列类型 

序列类型是一组定义的类型，用于描述序列的目的。有

关序列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 1-2 受控词汇文件中 cv-

sequence-type.xml 文件的最新版本。 

2.3.3   序列描述 

序列描述是对序列提交目的的简要描述，用于区分相似

类型的序列。序列描述长度应在 120 个中文字符以内。 

以下列出了一些序列描述的示例： 

1. 适应症为 xx 的新药上市申请 

2. 对序列 xx 的发补回复 

3. 药品生产商的变更，从 xx 改为 yy 

4. 增加新的原料药生产商，xx 

5. 增加新适应症 xx 

6. xx（方案编号）方案修正 

申请人填写的序列描述不得替代对监管机构问题的回

复、说明函，或用于向监管机构提问等。  

2.3.4   序列联系人信息 

序列联系人信息是对该序列的申报资料负责的联系人

信息。申请人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联系人姓名、电话及邮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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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申请、注册行为和序列的关系 

申请人应按照现行注册程序，并根据申报资料的实际情

况选择对应的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型和序列类型。有关申

请类型、注册行为类型、序列类型对应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

考附件 1-2 受控词汇文件中 depend-apt-rat-sqt.xml 文件的最

新版本。下表 3 举例说明了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型、序列

类型的一些实际应用： 

表 3.申请、注册行为和序列的关系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类型 序列类型  

临床试验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新药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备案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报告 首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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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撤回 

新适应症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再注册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基线 格式转换 

回复 

撤回 

仿制药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补充申请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备案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报告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新适应症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再注册 首次提交 

回复 

撤回 

基线 格式转换 

回复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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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性管理信息 

本章节规定了 eCTD 的区域性管理信息。 

3.1  模块一的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模块一的总体构架请参见本文档第四章节。 

3.2  3.2.R 章节的使用 

区域性药学信息应位于 3.2.R 章节。 

对于生物制品，3.2.R 章节需进行粒度细分以符合注册申

报资料提交要求。该细分的粒度应使用扩展节点和子文件夹

来构建。 

扩展节点的标题命名规则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3.2.R 章节扩展节点标题命名规则 

扩展节点标题 

3.2.R.1 工艺验证 

3.2.R.2 批记录 

3.2.R.3 分析方法验证报告 

3.2.R.4 稳定性图谱 

3.2.R.5 可比性方案 

3.2.R.6 其他 

扩展节点在骨架文件中的内容如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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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扩展节点骨架文件示例 

其他 3.2.R 章节的技术规范参照《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执行。 

3.3  文件和文件夹 

3.3.1   内容文件的格式 

对于 eCTD 申报资料，适用的文件格式有以下五种： 

1. 便携文件格式（PDF）- .pdf 文件扩展名 

例如：审评内容文件 

2.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xml 文件扩展名 

例如：eCTD 骨架文件 

3. SAS XPORT 传输文件 - .xpt 文件扩展名 

例如：临床试验数据文件 

4. 文本文件（TXT）- .txt 文件扩展名 

例如：程序代码文件 

5. 可扩展样式表语言文件（XSL）- .xsl 文件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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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XML 文档的可视化格式文件 

3.3.2   文件和文件夹命名规则 

eCTD 申报资料文件及文件夹命名仅允许使用下列字符：

小写字母“a”至“z”、数字“0”至“9”、中划线“-”和下划线1 “_”。

对于申报资料中的任一文件，由序列文件夹开始的所有文件

夹和文件名（含扩展名）路径长度不应超过 180 个字符，单

一文件夹或文件名称（含扩展名）长度不应超过 64 个字符。 

其他命名规则参见下表 5。 

所有目录结构都必须在 XML 骨架文件中被引用，以有

效地导航到指定位置。 

表 5.文件与文件夹命名规则示例 

文件夹 文件 命名规则 

x202112345   由申请编号命名的申请文件夹 

  0000      4 位数字组成的序列文件夹 

         index.xml 符合 ICH 要求的骨架文件 

         index-md5.txt 符合 ICH 要求的 MD5 校验和文

件 

    m1    符合 ICH 要求的模块一内容文件

夹 

      cn  模块一区域文件夹 

         cn-regional.xml 模块一的骨架文件 

1 《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中规定的文件命名要求不允许使用下划线，但在临床数据集提

交时，SAS XPORT 文件的命名可能会使用下划线。考虑到在其他国家监管机构按照 eCTD 格式

递交的临床数据集文件命名也允许使用下划线，并且在《ICH eCTD 技术规范 V4.0》中也将允

许文件命名使用下划线，因此本技术规范允许在对文件和文件夹的命名中使用下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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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模块一 1.0 章节内容文件夹 

  02  模块一 1.2 章节内容文件夹 

  03  模块一 1.3 章节内容文件夹 

  04  模块一 1.4 章节内容文件夹 

  05  模块一 1.5 章节内容文件夹 

  06  模块一 1.6 章节内容文件夹 

  07  模块一 1.7 章节内容文件夹 

  08  模块一 1.8 章节内容文件夹 

  09  模块一 1.9 章节内容文件夹 

  10  模块一 1.10 章节内容文件夹 

  11  模块一 1.11 章节内容文件夹 

  12  模块一 1.12 章节内容文件夹 

    m2    符合 ICH 要求的模块二内容文件

夹 

    m3    符合 ICH 要求的模块三内容文件

夹 

    m4    符合 ICH 要求的模块四内容文件

夹 

    m5    符合 ICH 要求的模块五内容文件

夹 

    util    符合 ICH 要求的工具文件夹 

      dtd  符合 ICH 要求的 DTD 和 Schema

文件夹 

         cn-regional-1-0.xsd 模块一的 Schema 文件 

         ich-ectd-3-2.dtd ICH 标准的模块二至模块五 DTD

文件 

         ich-stf-v2-2.dtd ICH 标准的 STF DTD 文件（如适

用） 

     xlink.xsd W3C 标准 xlink 结构定义文件 

         xml.xsd W3C 标准 XML 命名规范定义文

件 

  

  

    

  

style  符合 ICH 要求的样式表格文件夹 

     cn-regional-1-0.xsl 模块一的样式表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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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d-2-0.xsl ICH 标准的模块二至模块五样式

表格文件 

 ich-stf-stylesheet-2-

3.xsl 
ICH标准的 STF样式表格文件（如

适用） 

 ich-stf-stylesheet-2-

2a.xsl 
ICH标准的 STF样式表格文件（如

适用） 

     valid-values.xml ICH 标准的 STF 标签值文件（如

适用） 

3.3.3   关于空缺章节的处理 

申请人提交的序列文件夹中不允许存在空文件夹，即没

有文件或子文件夹的文件夹。 

申请人提交的序列中不允许存在占位文档，即不允许存

在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文档。对于申请中不适用的章节，申

请人应在模块一的说明函中进行说明，而无需在 eCTD 编制

过程中单独递交“不适用”文档作为占位文档。 

3.3.4   文件的重复使用 

文件复用包括两种情况，即引用同一序列中的文件和引

用同一申请中前序序列中的文件。申请人如需要在同一个申

请中提交相同的文件，无需重复提交实体文件，只需在骨架

文件中对应章节生成叶元素并引用相应实体文件的位置。 

不支持跨申请引用，即不允许引用另一个申请中提交的

文件。 

更多关于文件复用的说明请参考《ICH eCTD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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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2.2》附录 6 中的文件重复使用章节。 

3.4  PDF 电子提交标准 

PDF 是 eCTD 申报资料的主要文件格式。《ICH eCTD 文

件格式规范 V1.2》（参见本文档第五章节）为创建用于 eCTD

提交的 PDF 文件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限制、版

本、文件大小、字体、字体大小、字体颜色、页面方向、页

面大小和页边距、页眉和页脚、电子文件来源、创建 PDF 文

档和图像的建议、压缩图像减少文件大小、图像颜色匹配、

ICC 配置文件、文档导航（超文本链接、书签和目录）、页码、

初始视图设置、优化、安全、使用 Acrobat 插件。 

除参考上述规范外，申请人还应遵循以下要求： 

1. 如果提交的单个申报资料文件（除外文参考资料、参

考文献和申请表之外）内容超过五页，需要提供对应

的目录（正文目录、表格目录、图表目录）和书签来

辅助导航。 

2. 在不能使用目录和书签进行文档导航的情况下可使

用超文本链接来帮助定位。例如，位于不同页的相关

章节、文献、附件、表格及图表可以创建超文本链接

进行导航。申请人创建的跨文档超文本链接至少应包

括：由模块一的上市后变更/研究等项目到模块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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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五中的具体内容之间的超文本链接、由模块二的

概述和总结文件到模块三至模块五的详细信息之间

的超文本链接、由临床研究报告到对应附件（如图表）

之间的超文本链接、PDF 格式的临床数据集数据说明

文件至相应 xpt 文件的超文本链接等。为避免超文本

链接失效或定位错误，申请人不应在申报资料中创建

跨申请超文本链接。 

3. 针对中文申报资料的要求： 

（1） 字体：宋体 

（2） 字号 

1） 正文：不小于小四号字 

2） 表格：不小于五号字 

3） 目录：小四号字 

4） 脚注：五号字 

（3） 字体颜色 

1） 叙述性文字：黑色 

2） 超文本链接：建议使用蓝色文字或黑色文

字带蓝色框表示 

3.5  外文参考资料的要求 

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报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并附原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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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种的资料可附后作为参考。中文译文应当与原文内容一

致。 

在 eCTD 骨架文件中，外文参考资料应放置在对应的中

文申报资料同级目录结构中，即同一目录元素下的不同叶元

素中。中文申报资料在前并使用中文叶标题进行标识，外文

参考资料在后并使用外文叶标题进行标识，申请人可使用

“xml:lang”属性对中文申报资料及其外文参考资料进行区分。 

中外文申报资料在骨架文件中的内容示例如下图 3 所示： 

 

图 3.中外文申报资料骨架文件示例 

3.5.1   语言属性的设置 

在 eCTD 骨架文件中，每个叶元素都代表一个对应的文

件。叶元素中包含了一个可选属性“xml:lang”，该属性标识了

当前叶元素对应的文件将被视为中文申报资料或外文参考

资料。设置该属性值时应遵循 ISO639-1 标准。在以下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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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元素对应文件将被识别为中文申报资料： 

1. 语言属性设置为中文（zh），如下图 4 所示： 

 

图 4.语言属性设置为中文示例 

2. 语言属性设置为空，如下图 5 所示： 

 

图 5.语言属性设置为空示例 

3. 未设置语言属性，如下图 6 所示： 

 

图 6.未设置语言属性示例 

 

在以下情况时，叶元素对应文件将被识别为外文参考资

料： 

1. 语言属性设置为外文，如下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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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语言属性设置为英文示例 

2. 语言属性设置为无效的值，如下图 8 所示： 

 

图 8.语言属性设置为无效的值示例 

3.5.2   语言属性的生命周期管理 

使用 eCTD 生命周期操作“替换”，将前序序列中提交的

文件替换为新文件时，被替换的文件和新文件应具有相同的

语言属性。即中文申报资料只能被另一份中文申报资料所替

换，而外文参考资料只能被另一份外文参考资料所替换。 

3.6  eCTD 骨架属性和元数据 

eCTD 骨架属性指申报资料模块一至模块五章节的相关

属性的集合，包括了本文档 4.3 章节中定义的信封元素属性

以及《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中定义的模块二至模块

五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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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是申请人为模块一至模块五章节相关属性设定

的值的集合。 

ICH eCTD DTD 中定义了模块二至模块五部分章节的选

填属性和必填属性（例如 2.3.S 及 3.2.S 中的活性成分及生产

商为必填属性，2.3.P 及 3.2.P 中的产品名称、剂型、生产商

为选填属性）。这些属性是为了对该特定章节的内容进行简

单有用的描述，以便于对内容进行区分和分组。 

申请人对 ICH 元数据进行更新时，必须同时提交该属性

对应的全部申报资料的内容变更。不允许在没有更新申报资

料内容的情况下仅对元数据进行更改，也不允许在更新元数

据时，仅对其对应部分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变更。例如，申

请人更新 2.3.S 和 3.2.S 中的活性成分和生产商元数据时，必

须删除已有的 2.3.S和 3.2.S章节内容，并在新的 2.3.S和 3.2.S

章节中添加全部相关资料。 

更多关于如何合理使用 eCTD 模块二至模块五元数据的

指导原则，请参考《ICH eCTD IWG 问题解答和规范变更要

求文件 V1.31》。  

关于信封元素属性的使用，请参见本文档 4.3 章节。 

3.7  扩展节点 

扩展节点为申请人提供了自定义目录元素的途径，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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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技术规范中既定的 eCTD 目录元素结构，实现将多个叶

元素在自定义目录元素下组合显示功能。 

扩展节点仅允许在产品类型为生物制品的提交序列的

3.2.R 章节中使用。 

3.8  研究标签文件 

模块四中的 4.2.X 章节和模块五中的 5.3.1.X-5.3.5.X 章

节的所有文件应使用 STF。 

非临床试验报告可参考 CTD 模块四相关章节的目录结

构进行组织，并使用“pre-clinical-study-report”标签进行标记。 

临床研究报告可参考《ICH E3 临床研究报告的结构和

内容》的要求，并使用适当的 STF 文件标签来展现文档的内

容。未按照 ICH E3 相关指南编制的临床研究报告可提交单

独的 PDF 文件，并使用“legacy-clinical-study-report”标签进行

标记。 

临床研究报告相关的临床试验数据集应在 eCTD 申报资

料中一并提交，在骨架文件中应位于相应的临床研究报告之

后，并使用适当的 STF 标签进行标识。更多 eCTD 中临床试

验数据集及相关资料的申报要求详见《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递

交指导原则（试行）》。 

模块五中的 5.2 所有临床研究列表、5.3.6 上市后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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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考文献可以不使用 STF，作为独立的文件提交。更多关

于 STF 的信息，请参照《ICH 研究标签文件的 eCTD 骨架文

件技术规范 V2.6.1》。 

3.9  生命周期操作 

在 ICH 技术规范中，针对每个文件都赋予了 4 个生命周

期的操作类型：新建、替换、删除和增补。 

推荐使用“新建”、“替换”和“删除”操作类型。除对 STF

进行的操作，其他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增补”操作类型。 

申请人对 STF 以外的文件进行增补操作，将导致申报资

料验证时出现警告信息，对此申请人应在说明函中做出解释。

对 STF 进行增补操作，验证时不会出现警告信息。 

3.10  电子签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的电子签名与

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eCTD 申请中将接

受上述电子签名的使用。 

3.11  eCTD 提交方式 

申请人准备的 eCTD 申报资料需通过物理电子媒介提交。

目前只接受一次写入型光盘作为存储介质，包括 CD-R、

DVD+R、DVD-R 这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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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双面DVD或对提交的申报资料设置密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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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块一的总体架构 

《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明确了模块一应包含区

域特定的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模块一的内容和编号要求参

见《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模块一文件。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模块一的内容包含有模块一文件夹

和文档以及模块一的骨架文件，其输出文件夹基本结构示例

如下图 9 所示： 

 

图 9.模块一输出文件夹基本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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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建模块一骨架文件 

模块一骨架文件由 XML 根元素、信封元素、目录元素

三个部分组成。申请人可按照以下步骤为给定的序列创建模

块一的骨架文件： 

1. 创建一个标准的 XML 文件及 XML 根元素。 

2. 创建符合标准的信封信息，用来描述该序列。 

3. 按照《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模块

一文件的内容，创建该序列所需的目录元素和叶元

素。 

（1） 目录元素，参照 CTD 模块一的目录结构。 

（2） 叶元素，包含序列中提交的单个文件的引用

地址、校验和及生命周期操作等信息。 

4. 命名模块一的 eCTD 骨架文件为 cn-regional.xml，

并将其放置在模块一的 cn 子文件夹中。 

4.2  XML 根元素 

所有模块一的骨架文件都应包含标准 XML 根元素。其

信息包括 XML 声明以及根元素<cn_ectd>，该根元素的属性

将这个 XML 文件链接到指定的 XML 定义文件。如下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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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XML 根元素示例 

4.3  信封元素 

信封元素包含的属性信息如下表 6 所示，各属性详细介

绍请参见本文档“申请信息”（2.1 章节）、“注册行为信息”（2.2

章节）、“序列信息”（2.3 章节）。 

表 6.信封元素 

级别 信封元素属性 描述 受控词汇 

申请级别 application-id 申请编号  

application-type 申请类型 有 

product-type 产品类型 有 

product-number 原始编号  

注册行为 

级别 

related-sequence 相关序列  

regulatory-activity-type 注册行为类型 有 

序列级别 sequence-number 序列号  

sequence-type 序列类型 有 

sequence-description 序列描述  

sequence-contact>>name 序列联系人姓名  

sequence-contact>>phone 序列联系人电话  

sequence-contact>>email 序列联系人邮箱  

 

针对申请人提交的每个序列，所有属性均为必填项，并

有且仅有一个值。在同一申请中，申请人不允许更新申请级

别的信封元素属性信息，即申请编号、申请类型、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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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始编号。在同一注册行为中，申请人不允许更新注册行

为级别的信封元素属性信息，即相关序列、注册行为类型。 

对于有受控词汇的信封元素属性，在骨架文件中记录的

属性值必须为受控词汇文件中定义的代码名称，而信封实际

显示信息中只展示对应代码的显示值。 

信封元素在骨架文件中的呈现形式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信封骨架文件示例 

 

信封元素的实际显示信息如下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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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信封实际显示信息示例 

 

受控词汇文件中的每个代码都有对应的版本号、生效日

期、失效日期（可选），用来标识该代码适用的时间范围。申

请人在使用代码时应注意其对应版本的开始生效日期和失

效日期，并使用有效的代码。 

受控词汇文件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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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受控词汇文件示例 

4.4  目录元素 

每个目录元素的内容由一个或多个叶元素组成。 

叶元素包含了《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中定义的

<title>元素及一系列属性，如“operation”、“xlink:href”、

“checksum-type”、“checksum”等。其中“checksum-type”属性的

值必须设置为“MD5”或“md5”。 

叶元素的叶标题内容应当简短、明确并能提供有用信息。 

目录元素在骨架文件中的内容如下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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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目录元素骨架文件示例 

 

目录元素实际显示信息如下图 15 所示： 

 

图 15.目录元素实际显示信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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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2 

以下文档规范应与本文档一起作为参考，以确保申报资

料符合 eCTD 整体的要求。通常情况下，除非本文档中另有

说明，否则应遵守以下这些文档规范。此外，除非在《eCTD

实施指南 V1.0》中有特别说明，申请人应遵循所有其它区域

性的 CTD 指导文件。 

1. ICH eCTD Specification and Related files 

——ICH eCTD 技术规范和相关文件，包括变更控制过

程、变更请求表和问答文档。 

2. ICH 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Specification V3.2.2 

——《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 

3. ICH The eCTD Backbone File Specification for Study 

Tagging Files V2.6.1 

——《ICH 研究标签文件的 eCTD 骨架文件技术规范

V2.6.1》 

4. ICH Specification for Submission Formats for eCTD V1.2 

——《ICH eCTD 文件格式规范 V1.2》 

5. ICH eCTD IWG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Specification 

2  相 关 参 考 文 件 可 参 见 ICH 网 站 （ https://www.ich.org/ ） 、 药 品 审 评 中 心 网 站

（https://www.cd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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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h.org/page/ich-electronic-common-technical-document-ectd-v322-specification-and-related-files
https://www.ich.org/page/ich-electronic-common-technical-document-ectd-v322-specification-and-related-files
http://estri.ich.org/eCTD/eCTD_Specification_v3_2_2.pdf
http://estri.ich.org/eCTD/eCTD_Specification_v3_2_2.pdf
http://estri.ich.org/STF/STFV2-6-1.pdf
http://estri.ich.org/STF/STFV2-6-1.pdf
http://estri.ich.org/ssf/Specification_for_Submission_Formats_for_eCTD_v1_2.pdf
http://estri.ich.org/eCTD/eCTDQAV1_31_xlsx.zip


Change Request Document V1.31 

——《ICH eCTD IWG 问题解答和规范变更要求文件

V1.31》 

6. ICH E3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Clinical Study Reports 

——《ICH E3 临床研究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7. 《M4 模块一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8.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递交指导原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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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stri.ich.org/eCTD/eCTDQAV1_31_xlsx.zip
http://estri.ich.org/eCTD/eCTDQAV1_31_xlsx.zip
https://database.ich.org/sites/default/files/E3_Guideline.pdf
http://www.cde.org.cn/guide.do?method=downloadAtt&codeStr=55&type2=2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9593ac731ab51b87ad7892a84e1792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9593ac731ab51b87ad7892a84e1792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99593ac731ab51b87ad7892a84e1792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f649995d3a9ade8dcd67f6a2ced36f0b


6. 术语表 

名词 定义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

（eCTD）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是用于药品注册

申报和审评的电子注册文档。通过可

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将符合 CTD 规范

的药品申报资料以电子化形式进行

组织、传输和呈现。 

申请 申请是指为了一个特殊的监管目的

（如临床试验申请）来整理和提交的

申报资料的集合。 

注册行为 注册行为是针对某一特定注册目的

从首次提交到获得批准的所有序列

的申报资料集合，可以包含一个序列

或多个序列。同一个注册行为中的多

个序列可以是连续的序列，也可以是

不连续的序列。 

序列 序列是在某一注册行为中单次提交

的申报资料的集合。 

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是一个申请在其全生命周

期内的唯一识别编号，由监管机构分

配给申请人。 

原始编号 原始编号是对一个进入注册审批程

序的药品所给予的基本的和永久的

资料代号，是用于标识申请人、活性

成分和剂型的唯一识别码，由监管机

构分配。 

相关序列 一个注册行为中首次提交的序列被

称为该注册行为中提交的所有序列

的相关序列。 

序列号 序列号是申请中唯一的 4位数字的字

符串，是用于区分同一申请中不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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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序列的唯一标识。 

叶元素 

（leaf element） 

叶元素是 eCTD 骨架文件的一部分，

是在序列中提交的单个文件的引用

地址、显示名称、校验和及生命周期

操作等信息的集合。 

信封信息 信封信息是 eCTD 区域骨架文件的一

部分，给电子资料管理系统提供处理

和组织申报资料时使用的元数据。 

受控词汇 受控词汇是对特定概念规定术语的

限定列表。 

基线 基线指申请人将已以纸质递交获批

上市许可的药品从纸质递交格式转

换为 eCTD 提交的注册行为。 

扩展节点 

（node extension） 

扩展节点为申请人提供了自定义目

录元素的途径，用以扩展技术规范中

既定的 eCTD 目录元素结构，实现将

多个叶元素在自定义目录元素下组

合显示功能。 

研 究 标 签 文 件

（ Study Tagging 

Files, STF） 

研究标签文件用以提供在 eCTD 骨架

文件中没有包含的关于研究主题和

研究报告的信息，例如研究全称，研

究 ID，研究使用的种属，给药途径，

研究时长，对照类型等。 

MD5 MD5 消息摘要算法（MD5 Message-

Digest Algorithm），一种被广泛使用

的密码散列函数，用于产生一个文件

对应的数字指纹，即校验和。 

校验和（checksum） 使用 MD5 消息摘要算法产生的文件

校验和，用以确保信息传输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 

DTD 文 档 类 型 定 义 （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是一套为了进行程序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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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而建立的关于标记符的语

法规则，用于保证 eCTD 骨架文件的

合法性，如元素和属性使用是否正确

等。 

验证 指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根据公开和统

一的验证标准，对 eCTD 申报资料进

行检查校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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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CTD验证标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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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说明 严重程度

1.1 文件数量统计 显示当前序列中包含的所有文件的数量。 提示信息

1.2 文件大小统计 显示当前序列所有文件的总容量大小。 提示信息

1.3 空缺的章节统计 显示当前序列中空缺的目录结构清单。 提示信息

2.1 文件夹不能为空 序列文件夹目录结构中不允许存在空文件夹（文件夹没有文件或子文件夹）。 错误

2.2 不能超出文件大小限制
超出允许大小的文件会提示警告信息。

普通单个文件最大允许500MB，单个SAS XPT文件可支持4GB。
警告

2.3 不允许未被引用的文件
m1至m5文件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必须被骨架文件（index.xml或cn-regional.xml）引用，否则提示

错误信息。
错误

2.4 文件类型（文件扩展名检查）
所有被引用文件必须有且仅有一个文件扩展名，文件扩展名必须在《eCTD技术规范V1.0》规定的可接

受的文件类型列表内。
错误

2.5 文件和文件夹命名规范必须正确 文件和文件夹的命名规则必须符合《eCTD技术规范V1.0》第3.3.2章节的规定。 错误

2.6 m1文件夹存在但是不存放单个文件 m1文件夹必须存在并且必须仅包含子文件夹而不是单个文件。 错误

2.7 util文件夹必须存在且包含的文件必须正确

util文件夹必须存在，并检查该文件夹中的下列文件：

- ich-ectd-3-2.dtd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 cn-regional-1-0.xsd (checksum必须符合NMPA发布的值)

- xml.xsd (checksum必须符合NMPA发布的值)

- xlink.xsd (checksum必须符合NMPA发布的值)

- ich-stf-v2-2.dtd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 ectd-2-0.xsl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 cn-regional-1-0.xsl (checksum必须符合NMPA发布的值)

- ich-stf-stylesheet-2-3.xsl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 ich-stf-stylesheet-2-2a.xsl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 valid-values.xml (checksum必须符合ICH发布的值)

请注意，只有在当前序列使用到STF时才需要检查ich-stf-v2-2.dtd、stf样式表和valid-values.xml。

另外，在STF中，ich-stf-stylesheet-2-3.xsl和ich-stf-stylesheet-2-2a.xsl样式表均可以被引用，此项

验证标准仅检查在STF中被引用到的样式表是否在util\style文件夹中存在以及其checksum是否符合规

范。

错误

2.8 序列号根文件夹不允许其他文件 根文件夹（申请序列文件夹）除《eCTD技术规范V1.0》明确允许的文件外，不能有其他文件。 错误

1 - 基础识别

2 - 文件/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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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说明 严重程度

2.9 序列文件夹要求 序列文件夹名称必须仅包含4个数字。 错误

2.10 序列编号

在注册文件生命周期内的每次提交都必须有一个序列号，初始序列号必须从0000开始，依次增加1

（例如，0000，0001，0002，0003，依次类推）。序列号不允许跳号。如果序列号0003不存在，即

便0004中不引用0003的内容，验证序列号为0004的提交时依然会提示错误信息。

错误

3.1 index.xml文件必须存在 序列的根文件夹必须包含index.xml文件。 错误

3.2 index.xml中DTD的引用必须指向util文件夹中提供的DTD
如何创建有效的引用请参考http://www.w3.org/TR/xml/ 和 http://www.ietf.org/rfc/rfc3986.txt

（2005版本 第22页，第3.3章节）。
错误

3.3 index.xml文件必须有效。 index.xml文件必须根据DTD文件ich-ectd-3-2.dtd给定的规则创建并且是有效的。 错误

3.4 文件引用（xlink:href）属性指向的文件必须存在 XML叶元素中的文件引用链接必须有效，即引用的目标文件必须存在。 错误

3.5 文件在一个序列中不允许对应多个操作
ICH骨架文件中的叶元素文件在同一个序列中不能作为“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被多次

引用。
错误

3.6 替换或增补的内容不能与之前文件相同
当执行“替换（replace）”或“增补（append）”操作时，新内容必须与之前的内容不同（即

checksum不能相同）。
错误

3.7
叶元素：新建、替换或增补的叶元素，必须有“文件引用

（xlink:href）”值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新建（new）”、“替换（replace）”或“增补（append）”的

所有叶元素，必须有“文件引用（xlink:href）”值。
错误

3.8
叶元素：删除的叶元素不能包含“文件引用（xlink:href）

”值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删除（delete）”的所有叶元素，不能有“文件引用

（xlink:href）”值。
错误

3.9 叶元素：对替换、删除和增补的叶元素，必须有对应的文件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替换（replace）”、“删除（delete）”或“增补（append）

”的所有叶元素，对应的“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必须有值。
错误

3.10 叶元素：初始序列中所有文件必须为新建
初始序列（即序列号为0000的序列）中所有内容文件的“操作（operation）”属性必须为“新建

（new）”。
错误

3.11 被修改文件对象必须存在
XML叶元素中的被修改文件的引用链接必须是有效的，即“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对应

的文件确实存在。
错误

3.12 只允许使用相对路径引用

ICH骨架文件中引用文件使用的是相对路径，不允许使用绝对路径。

在“文件引用（ xlink:href ）”和“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属性中只允许使用相对路径

引用，并且路径中只允许使用正斜杠"/"，不允许使用反斜杠"\"。

错误

3.13 “checksum-type”属性 “checksum-type”属性必须设置为“md5”或“MD5”。 错误

3.14 MD5值校验 所有文件的MD5 checksum必须和骨架文件中提供的checksum值保持一致。 错误

3.15 骨架文件的MD5值校验 骨架文件的MD5 checksum必须和MD5文本文件（index-md5.txt）中提供的值保持一致。 错误

3 - ICH 骨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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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说明 严重程度

3.16 扩展节点的使用要求
扩展节点仅允许在产品类型为生物制品的序列的3.2.R章节使用。

如产品类型为生物制品的序列存在3.2.R章节，则必须使用扩展节点。
错误

3.17 扩展节点标题的命名规范
对于生物制品，3.2.R章节扩展节点标题的构建和名称定义必须遵循《eCTD技术规范V1.0》第3.2章节

中的规定。
警告

3.18 叶标题不能为空 所有叶元素必须有子元素<title>，叶标题不能为空。 错误

3.19 删除的叶标题必须和被删除的叶标题保持一致
“操作（operation）”属性为“删除（delete）”的叶元素，其叶标题必须和被删除的叶标题保持一

致。
错误

3.20 叶标题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叶标题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警告

3.21 元素下必须有叶元素 名称以“m”开始的元素必须有叶元素。 错误

3.22 m1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元素必须存在。 元素“m1-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and-prescribing-information”必须存在。 错误

3.23 增补（append）的使用
不建议在STF定义范围外使用“增补（append）”。在STF定义范围外使用“增补（append）”操

作，需要在说明函中进行说明。
警告

3.24 不能重新定位文件位置

该规则适用于ICH模块二至模块五的叶元素。

当对现有文件进行修订时，新的叶元素应在骨架文件中的相同位置进行提交，并以增补、替换或删除

的方式体现。

文件位置指的是文件在目录结构中的位置。该位置由CTD目录结构以及eCTD中的部分属性来定义。例

如，申请人不能使用说明函章节修改的内容替换申请表章节中的内容。另外，申请人可使用eCTD属性

创建自定义章节。 例如，m3-2-s-drug-substance中的每个“活性成分（substance）”或“生产商

（manufacturer）”属性，或m3-2-p-drug-product中的“产品名称（product-name）”属性均

可创建一个新的CTD章节，申请人同样不能使用其中一个章节的内容替换其他章节的内容。

错误

3.25 属性-适应症（indication） 适应症属性在2.7.3和5.3.5章节中使用时为必填项，值不能为空。 错误

3.26 属性-生产商（manufacturer） 生产商属性在2.3.S和3.2.S章节中使用时为必填项，值不能为空。 错误

3.27 属性-活性成分（substance） 活性成分属性在2.3.S和3.2.S章节中使用时为必填项，值不能为空。 错误

3.28 属性值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属性值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警告

3.29 内容的引用
骨架文件（index.xml）中不允许包含跨申请引用。当在骨架文件中引用另一个序列的内容时，只能引

用同一申请中早先已提交序列的内容。
错误

3.30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增补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增补操作。 错误

3.31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删除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删除操作。 错误

3.32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替换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第二次替换操作。 错误

3.33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对已删除叶元素的操作 已经被删除的叶元素不能再做其他任何操作。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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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描述 说明 严重程度

3.34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对增补的叶元素进行增补操作 不允许对一个操作属性为增补的叶元素使用增补操作。该规则不适用于STF的情况。 错误

3.35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对不是最新的STF叶元素进行增

补操作
对于STF叶元素，增补操作必须针对该文件最新版本来进行。 错误

3.36 替换操作时语言属性不得变更 对ICH骨架文件叶元素进行替换操作时，被替换的文件和替换后的文件应具有相同的语言属性。 警告

4.1.1 模块一的区域骨架文件必须存在 m1\cn文件夹中必须包含cn-regional.xml文件。 错误

4.1.2
cn-regional.xml中对Schema的引用必须指向util文件夹中

提供的Schema

如何创建有效的引用请参考http://www.w3.org/TR/xml/ 和 http://www.ietf.org/rfc/rfc3986.txt

（2005版本 第22页，第3.3章节）。
错误

4.1.3 区域骨架文件必须有效 使用申请文件夹中（util/dtd目录）给定的Schema对区域骨架文件进行验证。 错误

4.1.4 当前序列必须使用一个不低于先前序列所用的schema版本 当前申请已使用较新版本Schema时，不允许返回早期版本。 错误

4.1.5 文件引用（xlink:href）属性指向的文件必须存在 XML叶元素中的文件引用链接必须有效，即引用的目标文件必须存在。 错误

4.1.6 文件在一个序列中不允许对应多个操作
区域骨架文件中的叶元素文件在同一个序列中不能作为“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被多次

引用。
错误

4.1.7 替换或增补的内容不能与之前文件相同
当执行“替换（replace）”或“增补（append）”操作时，新内容必须与之前的内容不同（即

checksum不能相同）。
错误

4.1.8
叶元素：新建、替换或增补的叶元素，必须有“文件引用

（xlink:href）”值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新建（new）”、“替换（replace）”或“增补（append）”的

所有叶元素，必须有“文件引用（xlink:href）”值。
错误

4.1.9
叶元素：删除的叶元素不能包含“文件引用（xlink:href）

”值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删除（delete）”的所有叶元素，不能有“文件引用

（xlink:href）”值。
错误

4.1.10 叶元素：对替换、删除和增补的叶元素，必须有对应的文件
“操作（operation）”属性值为“替换（replace）”、“删除（delete）”或“增补（append）

”的所有叶元素，对应的“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必须有值。
错误

4.1.11 叶元素：初始序列中所有文件必须为新建
初始序列（即序列号为0000的序列）中所有内容文件的“操作（operation）”属性必须为“新建

（new）”。
错误

4.1.12 “checksum-type”属性 “checksum-type”属性必须设置为“md5”或“MD5”。 错误

4.1.13 MD5值校验 所有文件的MD5 checksum必须和区域骨架文件中提供的checksum值保持一致。 错误

4.1.14 说明函的“操作（operations）”属性 所有说明函的“操作（operation）”属性值必须为“新建（new）”。 错误

4.1.15 申请表的“操作（operations）”属性
序列类型为“首次提交”，且提交序列中包含申请表文件时，其“操作（operation）”属性值必须为

“新建（new）”。
错误

4.1 - 基础信息

4 - 区域性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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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不允许使用“扩展节点（Node Extension）” 不允许在区域骨架文件结构中使用“扩展节点（Node Extension）”。 错误

4.1.17 叶标题不能为空 所有叶元素必须有子元素<title>，叶标题不能为空。 错误

4.1.18 删除的叶标题必须和被删除的叶标题保持一致
“操作（operation）”属性为“删除（delete）”的叶元素，其叶标题必须和被删除的叶标题保持一

致。
错误

4.1.19 叶标题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叶标题开头和结尾不能为空格。 警告

4.1.20 元素下必须有叶元素 名称以“cn-”开始的元素必须有叶元素。 错误

4.1.21 申请文件夹名称 申请文件夹名称必须和信封信息中的申请编号保持一致。 错误

4.1.22 序列文件夹名称 序列文件夹名称必须和信封信息中的序列号保持一致。 错误

4.1.23 m1文件夹目录结构 模块一输出文件夹基本结构必须遵循《eCTD技术规范V1.0》第4章节中的规定。 错误

4.1.24 内容的引用
区域骨架文件（cn-regional.xml）中不允许包含跨申请引用。当在区域骨架文件中引用另一个序列的

内容时，只能引用同一申请中早先已提交序列的内容。
错误

4.1.25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增补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增补操作。 错误

4.1.26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删除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删除操作。 错误

4.1.27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替换操作造成分支 已经被一个叶元素替换的叶元素不能再进行第二次替换操作。 错误

4.1.28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对已删除叶元素的操作 已经被删除的叶元素不能再做其他任何操作。 错误

4.1.29 检测无效的生命周期模式：对增补的叶元素进行增补操作 不允许对一个操作属性为增补的叶元素使用增补操作。该规则不适用于STF的情况。 错误

4.1.30 增补（append）的使用
不建议在区域骨架文件中使用“增补（append）”操作属性。在区域骨架文件中使用“增补

（append）”操作，需要在说明函中进行说明。
警告

4.1.31 替换操作时语言属性不得变更 对区域骨架文件叶元素进行替换操作时，被替换的文件和替换后的文件应具有相同的语言属性。 警告

4.2.1 信封元素：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必须符合《eCTD技术规范V1.0》中的的编码规则。 错误

4.2.2 信封元素：申请类型 申请类型必须参考“cv-application-type.xml”中的定义。 错误

4.2.3 信封元素：产品类型 产品类型必须参考“cv-product-type.xml”中的定义。 错误

4.2.4 信封元素：原始编号 原始编号不能为空。 错误

4.2.5 信封元素：相关序列 相关序列必须是4位数字，且小于或等于当前序列的序列号。 错误

4.2.6 信封元素：注册行为类型 注册行为类型必须参考“cv-regulatory-activity-type.xml”中的定义。 错误

4.2.7 信封元素：序列号 序列号必须由四位数字组成。 错误

4.2 - 信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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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信封元素：序列类型 序列类型必须参考“cv-sequence-type.xml”中的定义。 错误

4.2.9 信封元素：序列描述 序列描述不能为空，且总长度不能超过120个中文字符。 错误

4.2.10 信封元素：序列相关信息
提交序列的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型、序列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必须参考“depend-apt-rat-sqt.xml

”中的定义。
错误

4.2.11 相关序列的值 如果序列类型不是首次提交或格式转换，则相关序列不应与当前序列号相同。 错误

4.2.12 相关序列的值 如果序列类型是首次提交或格式转换，则相关序列应与当前序列号相同。 错误

4.2.13 申请级别的信封元素必须保持不变
初始序列中使用的申请级别的信封元素，即申请编号、申请类型、产品类型、原始编号的值在整个生

命周期中不能更改。
错误

4.2.14 注册行为类型必须保持不变 对于属于同一个注册行为的所有序列，其注册行为类型的值必须相同。 错误

4.3.1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新药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必须包含以下元素

cn-1-0，cn-1-2，cn-1-3，cn-1-3-1，cn-1-3-1-2，cn-1-3-2，cn-1-3-2-2，cn-1-3-3，cn-1-3-

8，cn-1-3-8-1，cn-1-3-8-2，cn-1-11

错误

4.3.2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新药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不能包含以下元素

cn-1-3-1-1，cn-1-3-2-1，cn-1-3-4，cn-1-3-4-1，cn-1-3-4-2，cn-1-3-4-3
错误

4.3.3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仿制药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必须包含以下元素

cn-1-0，cn-1-2，cn-1-3，cn-1-3-1，cn-1-3-1-2，cn-1-3-2，cn-1-3-2-2，cn-1-3-3，cn-1-3-

8，cn-1-3-8-1，cn-1-3-8-2，cn-1-11

错误

4.3.4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仿制药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不能包含以下元素

cn-1-3-1-1，cn-1-3-2-1，cn-1-3-4，cn-1-3-4-1，cn-1-3-4-2，cn-1-3-4-3，cn-1-12
错误

4.3.5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必须包含以下元素

cn-1-0，cn-1-2，cn-1-3，cn-1-3-1，cn-1-3-1-1，cn-1-3-2，cn-1-3-2-1，cn-1-3-3，cn-1-3-

4，cn-1-3-4-1，cn-1-3-4-2，cn-1-3-4-3，cn-1-3-8，cn-1-3-8-1，cn-1-3-8-2，cn-1-11

错误

4.3 - 内容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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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或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不能包含以下元素

cn-1-3-1-2，cn-1-3-2-2，cn-1-3-5，cn-1-3-6
错误

4.3.7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必须包含以下两个元素之一

cn-1-8-1，cn-1-8-2
错误

4.3.8

模块一完整性验证：

申请类型：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

序列类型：首次提交

针对上述类型，提交序列不能同时包含以下两个元素

cn-1-8-1，cn-1-8-2
错误

4.3.9 元素包含的叶元素数量

针对以下元素，其包含的叶元素数量建议不超过一个，如该元素中包含多个PDF文件，建议合并为一

个文件提交

cn-1-1，cn-1-3-2-1，cn-1-3-2-2，cn-1-3-8-8，cn-1-4-1，cn-1-4-2，cn-1-4-3，cn-1-4-4，

cn-1-4-5，cn-1-4-6，cn-1-4-7，cn-1-6-1，cn-1-6-3，cn-1-10-1，cn-1-10-2，cn-1-10-3，cn-

1-12

提示信息

5.1 STF文件必须有效 STF文件必须根据ich-stf-v2-2.dtd创建并保证有效性。 错误

5.2 检查索引引用 “文件引用（xlink:href）”对应的被引用文件必须存在。 错误

5.3 不建议使用“content-block”元素 不建议使用“content-block”元素。 警告

5.4 文件引用值不能使用反斜杠 文件引用（xlink:href）的值不能包含反斜杠（"\"）。 错误

5.5 研究标识的类别不能空 研究标识/类别（study-identifier>>category）值不能是空的。 警告

5.6
研究标识的研究ID不能为空

研究标识/研究ID（study-identifier>>study-id）值不能是空的。 警告

5.7 研究标识的标题必须与叶元素的叶标题匹配
研究标识/标题（study-identifier>>title）的值必须与骨架文件（index.xml）中相应STF叶标题保持

一致。
警告

5.8 标签属性和类别元素的值
根据“valid-values.xml”文件（版本5）定义的内容检查STF文件的标签属性（tag）值和类别属性

（category）值是否有效。
警告

5.9 STF的增补操作 对STF叶元素进行增补操作时，其“被修改文件对象（modified-file）”必须是另一个STF叶元素。 警告

5 - 研究标签文件（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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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STF必须提供类别元素（category）信息

见《ICH eCTD STF标准文件 V2.6.1》

类别（category）为研究组织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级别，该级别是eCTD DTD目前不能提供的。该元素

仅与下列CTD章节的研究有关：4.2.3.1，4.2.3.2，4.2.3.4.1，5.3.5.1。在上述章节，需提供类别

（category）信息。

警告

5.11 STF不能引用另一个STF STF中的引用对象必须是有目标内容的文件，而不是另一个STF。 警告

5.12 STF文件必须至少引用一个叶元素 不关联任何叶元素的STF会提示警告信息。 警告

5.13 STF的“study-id”值必须保持一致 在申请的全生命周期内，同一个STF的“ study-id”值必须保持不变。 警告

5.14 无效的STF目录位置 STF只存在于模块四（4.2.x章节）和模块五（5.3.1.x-5.3.5.x章节）中。 警告

5.15 STF“doc-content”的标签（file-tag）数量 每个“doc-content”元素有且仅有1个“文件标签（file-tag）”。 警告

5.16 5.3.7章节病例报告表结构 如果当前序列使用了STF，5.3.7章节将禁止被使用。病例报告表必须在STF中被引用和展现。 错误

5.17 使用STF
第4.2章节中的叶元素必须使用STF引用。

第5.3.1至5.3.5章节中的叶元素必须使用STF引用。
错误

5.18 临床试验数据集相关文件必须使用正确的STF文件标签

模块五（5.3章节）中xpt格式的临床数据集文件的有效文件标签有：data-tabulation-dataset-

legacy；data-tabulation-dataset-sdtm；analysis-dataset-adam；analysis-dataset-legacy

XML格式的数据说明文件（define.xml）的有效文件标签有：data-tabulation-data-definition；

analysis-data-definition

警告

5.19
申请人递交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必须有正确的数据集文件和

数据说明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原始数据库中都应包含dm数据集和对应的数据说明文件，分析数据库中都应包含adsl数

据集和对应的数据说明文件。
警告

5.20 同一个研究下提交的数据集不能重名 对于模块五（5.3章节）中的同一研究，不应存在相同名称的数据集。 警告

6.1 PDF文件必须可读。 针对被破坏或不可读的PDF文件（因内容无效，或页码数为0）进行检查，并提示错误信息。 错误

6.2 书签必须指向相对路径
PDF文件中必须使用指向相对路径的书签，不允许使用指向绝对路径的书签。参考文献（2.7.5章节、

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3 有网页、邮箱地址或其他外部链接的书签
PDF文件中不允许使用包含网页链接、电子邮箱地址或其他外部链接的书签。参考文献（2.7.5章节、

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4 不允许有未知动作的书签
不允许使用GoTo，GoToR和Launch以外的操作类型的书签。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

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5 书签不能失效
不允许在PDF文件中使用失效的书签（例如：未分配任何操作的书签）。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

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 - PDF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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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书签不能被损坏
PDF文件中包含损坏的书签（例如：书签指向地址不存在）时将提示警告信息。参考文献（2.7.5章节

、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7 书签不能有多个动作
不允许有指定多个动作的书签（例如，打开两个不同的页面）。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

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8 书签必须承前缩放（Inherit Zoom）
所有的书签的放大率设置应为承前缩放（Inherit Zoom）。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

、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9 超文本链接必须使用相对路径
PDF文件中的超文本链接必须使用相对路径，不允许使用绝对路径。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

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10 有网页、邮箱地址或其他外部链接的超文本链接
PDF文件中不允许使用包含网页链接、电子邮箱地址或其他外部链接的超文本链接。参考文献（2.7.5

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11 不允许有未知动作的超文本链接
不允许在PDF文件使用除GoTo, GoToR和Launch以外动作类型的超文本链接。参考文献（2.7.5章节

、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12 超文本链接不能处于失效状态
不允许在PDF文件中使用失效的超文本链接（例如：未指定任何操作的超文本链接）。参考文献

（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13 超文本链接不能被损坏
PDF文件中包含损坏的超文本链接（例如：超文本链接指向地址不存在）时将提示警告信息。参考文

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14 超文本链接不能有多个动作
不允许设置有多个指定动作(例如，打开两个不同的页面)的超文本链接。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

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15 超文本链接必须承前缩放（Inherit Zoom）
所有超文本链接的放大率设置应为承前缩放（Inherit Zoom）。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

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16 PDF版本必须正确
允许的PDF文件版本为1.4，1.5，1.6，1.7，PDF/A-1，PDF/A-2。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

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17 不允许带附件的PDF文件
PDF文件中不能嵌入任何附件。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

不做此要求。
错误

6.18 有注释的PDF文件
除了超文本链接以外，PDF文件中不能包含其他注释。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

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提示信息

6.19 PDF文件不能有任何安全设置
不能提交有安全设置的PDF文件，例如限制选择文本或图形等。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

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错误

6.20 PDF初始视图正确
根据《ICH eCTD技术规范V3.2.2》：有书签的文件在初始视图中应显示书签。放大率和页面布局应设

置为默认。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21 PDF文件不能有密码保护 不能提交使用密码保护且无法打开的文件。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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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描述 说明 严重程度

6.22 PDF应该设置启用“快速Web访问（Fast Web Access）”
不能提交未启用“快速Web访问（Fast Web Access）”情况下创建的PDF文件。参考文献（2.7.5章

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提示信息

6.23 大于5页的文件必须有书签
除外文参考资料、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申请表之外，大于5页的文

件必须有书签。
警告

6.24 PDF内容限制
PDF文件不能包含JavaScript，3D内容或动态内容（音频/视频）。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

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25 PDF内容可搜索
PDF文件中的文本必须可搜索。 如果是扫描页面，则应使用OCR提供可搜索的文本。参考文献（2.7.5

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6.26 如使用非标准字体，需嵌入在PDF文件中

PDF文件应尽量使用标准字体。如果包含非标准字体，则需在文件中嵌入该非标准字体。标准字体列

表如下：

宋体

Times New Roman

Times New Roman Italic

Times New Roman Bold

Times New Roman Bold Italic

Arial

Arial Italic

Arial Bold

Arial Bold Italic

Courier New

Courier New Italic

Courier New Bold

Courier New Bold Italic

Symbol

Zapf Dingbats

参考文献（2.7.5章节、3.3章节、4.3章节、5.4章节）和外文参考资料不做此要求。

警告

错误 必须遵守的关键验证标准

警告 建议遵守的验证标准

提示信息 用于收集信息的验证标准

警告信息可以在说明函中进行解释，但建议申请人在将eCTD申报资料递交给CDE前解决这些问题。

收集相关信息并在验证报告中体现，对申报资料的接收没有影响。

说明:

任何错误信息均会导致申报资料被拒收；

未来验证过程中会自动拒绝有错误的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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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目的 

本文档为 eCTD 实施指南，用以指导申请人准备符合要

求的 eCTD 申报资料并将其按要求提交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 

本指南规定了申请人制作和提交 eCTD 申报资料的一般

性要求，请申请人务必仔细阅读，认真研究。未按照本指南

要求制作和提交的 eCTD 申报资料将会导致申报资料的拒收

或对后续的审评审批工作造成影响。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业务流程变化以及信息化系统

的不断升级完善，本指南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更新。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按生物制品管理的

体外诊断试剂除外）按照 eCTD 格式进行提交的药物临床试

验、药品上市许可、再注册等申请以及补充申请。 

1.3  相关指导原则 

申请人应按照本指南，以及《eCTD 技术规范 V1.0》、

《eCTD 验证标准 V1.0》、《ICH M8：电子通用技术文档

（eCTD）》相关文件，准备和提交 eCTD 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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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申请人及监管机构的责任 

申请人应保证提交的 eCTD 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监管机构有责任保证所接收的 eCTD 申报资料的安全性

和保密性，建立相应的保密机制。 

2.2  从纸质递交向 eCTD电子提交过渡的考虑 

在 eCTD 实施初期，原纸质递交和电子提交将并行，申

请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后续将全面实施 eCTD。 

对于从未提交过申报资料的药品，申请人可从临床试验

申请、新药申请或仿制药申请的首次申请开始提交 eCTD 申

报资料。 

对于已以纸质递交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首次使用

eCTD 提交补充申请、再注册等注册行为之前，建议首先提

交一个基线，从而使监管机构可以在 eCTD 生命周期内参阅

所有以前递交的文档或至少部分以前递交的文档。已经提交

了全套 eCTD 资料的申请，无需再进行基线提交。 

申请人使用 eCTD 提交申报资料后，针对此药品的所有

后续提交，包括补正回复、发补回复、补充申请等，都应使

用 eCTD 进行提交，不得再使用原纸质方式进行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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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存储介质的选择及刻录光盘的要求 

申请人应根据《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3.11 章节中的

要求选择 eCTD 申报资料的存储介质。 

为降低存储介质在交付运输过程中带来的安全性风险，

提交至监管机构的存储介质将不会归还给申请人。无法读取、

验证不通过等情况下，对应的存储介质将由监管机构执行销

毁操作。 

申报资料内容较多，容量需求较大时，申请人应使用一

张 DVD 光盘而不是多张 CD 光盘进行提交。如果无法只提

供一张光盘，或者大型提交不得不使用多张光盘，可按照模

块进行拆分，除非单个模块大小超过光盘容量限制，否则不

建议将单个模块的提交文档拆分到多张光盘上。在使用多张

光盘提交申报资料时，为便于识别光盘内容，申请人须将模

块一文件夹与 index.xml、index-md5.txt 文件放置于第一张光

盘中提交。 

申请人提交的存储介质中的内容应以申请编号命名的

申请文件夹作为根目录，并仅包含当前需要提交的一个序列，

不应包含已经提交至监管机构的前序序列。 

建议申请人使用读写速度较快的存储介质，以提升申报

资料的读取速度，例如 16x 的 DVD 光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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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应对提交的存储介质承担全部责任，直至该存储

介质交付至监管机构。在运输过程中，承载申报资料的存储

介质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由申请人负责。申报资料存储介质交

付至监管机构之后，其安全性和完整性由监管机构负责。 

后续随 eCTD 全面实施，将加快推进电子提交网关建设，

实现申报资料的网上提交。 

2.4  光盘封面信息 

申请人应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

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写和打印光盘

封面信息，并粘贴于光盘盒表面，随申报资料光盘一起提交。 

2.5  病毒检查 

申请人需对提交的 eCTD 申报资料提前进行病毒检查，

并在说明函中提供病毒检查声明。监管机构接收到申报资料

后将进行病毒检查，如发现病毒将导致申报资料的拒收。 

2.6  技术验证 

在 eCTD 申报资料制作完成后，应采用专业的验证软件

（申请人可在药审中心网站下载免费版本的验证软件）对该

申报资料进行验证。验证软件验证完成后将生成对应的验证

报告，验证报告中会指出当前申报资料是否存在错误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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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验证报告中对应的验证标准条目显示“错误”，说明

此标准为必须遵守的关键验证标准。任何“错误”均会导致申

报资料的拒收。 

如果验证报告中对应的验证标准条目显示“警告”，说明

此标准为建议遵守的验证标准。建议申请人在将 eCTD 申报

资料提交给监管机构前解决这些问题，并重新验证生成新的

验证报告。针对未解决的“警告”，申请人应在说明函中进行

解释。 

2.7  提交要求 

申请人需要提交一套 eCTD 申报资料光盘至监管机构。 

申请人提交 eCTD 申报资料时，应按要求将申报资料光

盘封装在档案袋内，并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写和打印档案

袋封面信息，粘贴于档案袋表面。 

2.8  纸质资料的递交及要求 

申请人应在 eCTD 注册申请新报资料受理后 5 个工作日

内，提交一套对应的纸质资料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如发生书面发补，还应在补充资料正式接收后 5 个

工作日内，提交纸质资料，其他审评过程中提交的 eCTD 申

报资料，申请人可将对应的纸质资料随电子资料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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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质资料应参照现有《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

范》进行整理。 

申请人需提交一套纸质资料，并保证所提交的纸质资料

与 eCTD 申报资料内容完全一致，如因资料一致性产生的任

何问题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申请人如未按照规定时间提交纸

质资料，按终止药品注册程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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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CTD 申报资料中的编号管理 

根据《eCTD 技术规范 V1.0》的规定，eCTD 申报资料中

的编号包括原始编号、申请编号和序列号。申请人应注意正

确使用相关编号。 

3.1  原始编号的应用 

原始编号是对一个进入注册审批程序的药品所给予的

基本的和永久的资料代号，是用于标识申请人、活性成分和

剂型的唯一识别码，由监管机构分配。 

申请人应从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获取原始编号，并在

eCTD 信封信息中填写正确的原始编号。 

对于已以纸质递交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如需转换为

eCTD 提交，则在首次提交 eCTD 申报资料时获取新的原始

编号，后续提交补充申请、再注册等注册行为时均使用首次

提交时得到的原始编号。 

如因品种转让、通用名核定等原因，导致原始编号中对

应的申请人、药品名称等信息变更时，申请人应在药品业务

应用系统进行原始编号对应信息的变更操作。 

3.2  申请编号的应用 

申请编号是一个申请在其全生命周期内的唯一识别编

号，由监管机构分配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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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应从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获取申请编号，并在

eCTD 信封信息中填写正确的申请编号。 

申请人应注意，一般情况下，只有临床试验申请、新药

申请或仿制药申请的首次申请时需要获得新的申请编号，在

同一申请类型内提交补充申请、新适应症、再注册等注册行

为时均使用首次申请时得到的申请编号，以保证药品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 

对于已以纸质递交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如需转换为

eCTD 提交，则在首次提交 eCTD 申报资料时获取新的申请

编号，后续提交补充申请、再注册等注册行为时均使用首次

提交时得到的申请编号。 

3.3  序列号的应用 

申请人每次提交的有效的 eCTD 申报资料都会产生一个

新的序列号，用于区分同一个申请编号下提交的不同的

eCTD 序列。 

申请人应在 eCTD 信封信息中填写正确的序列号，序列

号的使用要求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2.3.1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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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编号之间的关联性 

通常在一个新药的原始编号下会存在两个申请编号，分

别对应该药品的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申请。在每个申请编号

下包含多个序列号，分别对应单独提交的每份申报资料。 

一个典型的新药的编号管理示例如下表 1 所示： 

表 1.新药的编号管理示例 

原始编号 申请编号 序列号 

2021123456 

l202112345 

0000 

0001 

0002 

x202154321 

0000 

0001 

0002 

3.5  其他编号 

药品研发和注册过程中产生的临床试验登记号、药品注

册受理号等其他编号的要求按现行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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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块信息的特殊说明 

eCTD 文件组织结构需符合《eCTD 技术规范 V1.0》的

要求。 

模块一文件组织结构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附

件 1-4：CTD 模块一文件组织结构。模块二到五的文件组织

结构请参考《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附录 4：eCTD 文

件组织结构。 

4.1  模块一：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4.1.1   申请表的准备 

申请表的填报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在线完成，并导出成

PDF 文件放置于 eCTD 申报资料对应的目录结构中。 

4.1.2   说明函的准备 

申请人提交的每个序列都应包含说明函，即 CTD 模块

一 1.0 章节。 

eCTD 申报资料说明函包括以下内容： 

1. CTD 模块一说明函所要求的内容 

2. 负责本次提交序列注册事务的联络人信息 

3. 本次提交序列不适用的文档清单或说明1（如适用） 

1 不适用的文档指本次提交序列中缺失的章节内容（参考 CTD 模块一至模块五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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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提交序列验证的相关信息 

5. 关于纸质资料与 eCTD 申报资料内容一致的承诺 

6. 关于按规定时限一次性提交全部纸质申报资料的

承诺 

7. 病毒检查声明 

4.1.3   信封信息的准备 

申请人提交的每个序列都应包含信封信息，对于信封信

息管理的要求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4.3 章节。 

4.2  模块二：通用技术文档总结 

对于复方制剂中的多个原料药，申请人应在模块二中针

对每种原料药提供独立的 2.3.S 章节，并提供对应的申报资

料文件。 

4.3  模块三：质量 

按现行申报资料要求，需要单独提交 3.2.S 章节的情形，

申请人应在模块三中提供独立的 3.2.S 章节，并提供对应的

申报资料文件。 

当 3.2.R 章节使用扩展节点时，在 3.2.R.2 章节中，除文

件大小超出限制，必须进行拆分的情况以外，每一批的批记

录应以单个文件的方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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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模块四：非临床试验报告 

对于模块四中的 4.2.X 章节，申请人应使用研究标签文

件（STF）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呈现。 

4.5  模块五：临床研究报告 

对于模块五中的 5.3.1.X 至 5.3.5.X 章节，申请人应使用

STF 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呈现，对于 STF 的要求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3.8 章节。 

如果申报资料涵盖多个适应症，应针对每个适应症提供

独立的 5.3.5 章节并提供对应的申报资料文件。 

在此情况下，如果有效性研究仅针对其中某个适应症，

那么相关文件应被置于模块五的对应位置（例如：m5/53-clin-

stud-rep/535-rep-effic-safety-stud/anxiety/5351-stud-rep-contr）。

如果有效性研究针对多个适应症，此研究报告应被放置于

5.3.5 中最合适的章节，并在其他适应症下相应的章节进行复

用。有关文件复用的要求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3.3.4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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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定类型提交的建议2 

制作 eCTD 申报资料时，申请人应明确该申报资料在申

请、注册行为、序列各层级的类型，并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2.4 章节在信封信息中填写正确的类型。 

“临床试验申请”适用于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及药物临床试

验期间所提出的申请事项。制作上述类型申报资料时，应选

择申请类型“临床试验申请”，并根据申请事项选择相应注册

行为类型（首次申请、补充申请、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研

发期间安全性报告）。根据提交资料对某一注册行为的提交

目的，序列类型可以选择为该注册行为的首次提交，或对补

正、发补的回复，或对某一注册行为提交资料的撤回。 

“新药申请”适用于化学药品 1 类、2 类、5.1 类以及预防

用生物制品、治疗用生物制品的上市许可申请及上市后变更、

再注册等申请事项。制作上述类型申报资料时，应选择申请

类型“新药申请”。并根据申请事项选择相应注册行为类型（首

次申请、补充申请、备案、报告、新适应症、再注册、基线）。

根据提交资料对某一注册行为的提交目的，序列类型可以选

择为该注册行为的首次提交，或格式转换，或对补正、发补

的回复，或对某一注册行为提交资料的撤回。 

2 本章所提供示例仅为举例，不包含所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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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申请”适用于化学药品 3 类、4 类、5.2 类的上市

许可申请及上市后变更、再注册等申请事项。制作上述类型

申报资料时，应选择申请类型“仿制药申请”，并根据申请事

项选择相应注册行为类型（首次申请、补充申请、备案、报

告、新适应症、再注册、基线）。根据提交资料对某一注册

行为的提交目的，序列类型选择为该注册行为的首次提交，

或格式转换，或对补正、发补的回复，或对某一注册行为提

交资料的撤回。 

5.1  临床试验申请的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 

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药物拟增加适应症以及增加

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根据现行法规提交药物临床试验申

请时，使用临床试验申请首次申请的申请编号，申请类型选

择“临床试验申请”，注册行为类型选择“新适应症和联合用

药”，与已获准的临床试验申请中重复的 eCTD 申报资料无需

再次提交。具体示例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新适应症和联合用药示例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l202112345 0000 
临床试验

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

提交 

xx 临床试验

申请 

l202112345 0001 
临床试验

申请 

新适应症

和联合用

药 

首次

提交 

xx 新适应症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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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药申请和仿制药申请的新适应症 

对于已上市药品增加境内未批准的新适应症、改变给药

途径等，使用首次申请的申请编号和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

型选择“新适应症”，与已获准的新药申请中重复的 eCTD 申

报资料无需再次提交。具体示例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新适应症示例一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x202112345 0000 新药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

提交 

xx 新药上市

申请 

x202112345 0001 新药申请 新适应症 
首次

提交 

xx 新适应症

申请 

 

对于已以纸质递交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首次使用

eCTD 提交增加境内未批准的新适应症、改变给药途径等，

从申请人之窗获取新的申请编号，申请类型选择“新药申请”，

注册行为类型选择“新适应症”，并提交全套资料。具体示例

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新适应症示例二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x202112345 0000 新药申请 新适应症 
首次

提交 

xx 新适应症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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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境内同品种已批准适应症，使用首次申请的申请编

号和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型选择“补充申请”。具体示例如

下表 5 所示： 

表 5. 增加适应症示例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y202112345 0000 
仿制药申

请 
首次申请 

首次

提交 

xx 仿制药上市

申请 

y202112345 0001 
仿制药申

请 
补充申请 

首次

提交 
xx 适应症申请 

 

5.3  基线 

基线指申请人将已以纸质递交获批上市许可的药品从

纸质递交格式转换为 eCTD 提交的注册行为。基线提交的目

的仅为格式转换，不应涉及任何已批准内容的变更。 

申请人提交的基线应至少包括模块一、模块二和模块三

的全部最新已被批准的、合法有效的资料，并在说明函中承

诺本次提交的申报资料与已批准并正在生效的申报资料没

有任何内容上的改变，只有格式转化。 

提交基线时，从申请人之窗获取新的原始编号和申请编

号，并选择与原纸质方式递交申报资料时对应的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类型选择“基线”。具体示例如下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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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基线示例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x202112345 0000 新药申请 基线 
格式

转换 

xx 基线提

交 

x202112345 0001 新药申请 补充申请 
首次

提交 
工艺变更 

 

5.4  再注册 

药品再注册时，使用首次申请的申请编号和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类型选择“再注册”，并提交相关资料。具体示例如

下表 7 所示： 

表 7. 再注册示例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x202112345 0000 新药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

提交 

xx 新药上市

申请 

x202112345 0001 新药申请 再注册 
首次

提交 
再注册申请 

 

5.5  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 

开展临床试验期间，申请人应按照相关规定提交研发期

间安全性更新报告及附件，或其他潜在的严重安全性风险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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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此类申报资料时，使用首次申请的申请编号和申请

类型，注册行为类型选择 “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具体示例

如下表 8 所示： 

表 8. 研发期间安全性报告示例 

申请编号 序列号 申请类型 
注册行为

类型 

序列

类型 
序列描述 

l202112345 0000 
临床试验

申请 
首次申请 

首次

提交 

xx 临床试验

申请 

l202112345 0001 
临床试验

申请 

研发期间

安全性报

告 

首次

提交 

研发期间安

全性更新报

告 

l202112345 0002 
临床试验

申请 

研发期间

安全性报

告 

首次

提交 

其他潜在的

严重安全性

风险信息 

 

5.6  审评期间提交的申报资料 

按 eCTD 提交的申请，在其审评过程中，申请人需要提

交的申报资料均应按 eCTD 提交，例如补充资料等允许审评

期间提交的其他资料。 

提交此类文件时，其申请编号、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

型应与当前正在审评的注册行为保持一致，序列类型选择“回

复”。 

5.7  首次申请的撤回 

对于临床试验申请、新药申请、仿制药申请的首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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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需撤回该注册行为，应提交一个新的序列用于

关闭当前注册行为及申请编号。 

针对该注册行为不予受理、不予批准或终止药品注册审

评审批的情况，申请人如对结果无异议，也需提交一个新的

序列，用于关闭当前注册行为及申请编号。 

提交此类序列时，其申请编号、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

型应与当前注册行为保持一致，序列类型选择“回复”。序列

内容包括说明函以及相关证明性文件。 

关闭的申请编号将不能继续使用，申请人如需再次提交

上述申请，应从监管机构获取新的申请编号。 

5.8  首次申请后其他注册行为的撤回 

对于首次申请后进行的补充申请、再注册等其他后续注

册行为： 

申请人如需撤回某个正在受理或审评过程中的注册行

为，应提交一个新的序列用于撤回该注册行为中提交的所有

申报资料，使有效的 eCTD 申报资料与该注册行为提交前保

持一致。 

针对某个注册行为不予受理、不予批准或终止药品注册

审评审批的情况，申请人如对结果无异议，也需提交一个新

的序列，用于撤回该注册行为中提交的所有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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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请人未提交撤回序列，会影响整套申报资料的生命

周期管理，从而导致后续提交申报资料的拒收。 

提交此类序列时，其申请编号、申请类型、注册行为类

型应与当前注册行为保持一致，序列类型选择“撤回”。有关

撤回序列的生命周期操作要求请参见本文第 6.3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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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件生命周期的管理 

申报资料中每个文件都有新建、替换、删除和增补四种

生命周期的操作类型，详情请参考《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附录 6 中的操作属性章节。 

6.1  生命周期操作的基本要求 

执行“新建”操作时，其对应的文件必须包含在当前申请

中。 

执行“替换”操作时，被替换文件必须在当前申请前序序

列中存在，替换后的文件必须在当前申请中存在。 

执行“删除”操作时，被删除的文件必须在当前申请前序

序列中存在。 

“增补”操作通常仅适用于对 STF 的操作，对 STF 进行增

补操作时，其被增补的对象必须是同一个研究的当前最新版

本的 STF，更多有关 STF 的操作要求请参考《ICH 研究标签

文件的 eCTD 骨架文件技术规范 V2.6.1》。不建议申请人对

申请中除 STF 以外的其他文件进行“增补”操作。 

针对同一个叶元素不能进行多次生命周期操作以避免

产生版本上的分支。例如，一个序列 0000 中的叶元素不能在

序列 0001 和 0002 中同时被替换也不能在序列 0001 中先被

替换再被删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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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首次申请 

针对一个申请的首次申请的首次提交，其序列号应为

0000，所有申报资料的生命周期操作类型均为“新建”。 

6.3  撤回操作 

申请人在序列类型为“撤回”的序列中需进行以下操作： 

1. 针对当前注册行为前序序列中新建的叶元素，需在

本次序列的骨架文件中进行删除操作。其中，说明

函、申请表除外，申请人应保留前序序列中的说明

函、申请表，并在本次序列中创建新的说明函。 

2. 针对当前注册行为前序序列中替换的文件，需替换

回前序序列中被替换的文件，申请人应在对应叶元

素中引用前序序列已经提交的文件路径，不应上传

新的文件。 

3. 针对当前注册行为前序序列中删除的叶元素，需在

原位置新建叶元素，并引用前序序列中对应的文件

路径，并保持叶元素标题等属性的一致性。 

4. 在撤回序列中，对模块四中的 4.2.X 章节或模块五中

的 5.3.1.X 至 5.3.5.X 章节的文件进行新建和替换操

作，均需生成对应的 STF；进行删除操作，无需生

成对应的 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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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特定文件的生命周期定义 

针对模块一 1.0 章节中的说明函文件，其生命周期操作

类型应始终为“新建”。 

针对模块一 1.2 章节中的申请表文件，在补正资料时要

求修改申请表的情况下，其生命周期操作类型可为“替换”；

其他情况下，其生命周期操作类型应始终为“新建”。 

6.5  并行变更的要求 

在多个注册行为同时提交进行审评的情况下，申请人应

注意在对申报资料中的文件进行生命周期操作或复用时，不

得引用未被监管机构批准的内容。 

6.6  eCTD骨架属性的变更管理 

ICH eCTD DTD 中定义了模块二至模块五部分章节的选

填属性和必填属性（例如 2.3.S 及 3.2.S 中的活性成分及生产

商为必填属性，2.3.P 及 3.2.P 中的产品名称、剂型、生产商

为选填属性）。这些属性是为了对该特定章节的内容进行简

单有用的描述，以便于对内容进行区分和分组。如需更新属

性值，必须删除已有的 2.3.S 和 3.2.S 章节内容，并在新的

2.3.S 和 3.2.S 章节中提交全部相关资料。 

根据《ICH eCTD IWG 问题解答和规范变更要求文件

V1.31》第 66 条，“活性成分”属性主要是为了区分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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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的原料药，建议使用通用名称。“生产商”属性是为了

在原料药有不同生产商的情况下利于对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如果申请人认为不需要对各生产商区分不同的 3.2.S 章节，

可使用“所有”或“申请人”或“未指定”的属性值，后续变更生

产商时，可以在不变更属性值的情况下对申报资料内容进行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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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 eCTD 申报资料文件的要求 

7.1  外文在提交资料中的要求 

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报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并附原文，其

他文种的资料可附后作为参考，中文译文应当与原文内容一

致。临床试验数据递交要求请参见《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递交

指导原则（试行）》。语言属性设置为外文的参考资料将不

受某些 eCTD 验证标准的约束，详见《eCTD 验证标准 V1.0》

章节 6-PDF 分析。 

更多有关外文资料提交的技术要求请参见《eCTD 技术

规范 V1.0》第 3.5 章节。 

7.2  文件格式、版本及 OCR的要求 

制作 eCTD 申报资料时，申请人应根据《eCTD 技术规

范 V1.0》第 3.3.1 章节的要求选择正确的文件格式。针对 PDF

格式的文件，其版本应为 1.4、1.5、1.6、1.7 或 PDF/A-1、

PDF/A-2。 

PDF 文件中的内容需要符合可复制、可搜索的要求，建

议申请人使用由源文件（如 WORD 文件）转化形成的 PDF

文件，而不是扫描后创建的 PDF 文件。 

如申报资料包含无法访问电子来源的文件或需要第三

方签章的文件，该部分资料可以是扫描后创建的 PDF 文件。

扫描后创建的 PDF 文件属于纸质文件的数字转化，建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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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有关要求。对于上述需要扫描后创建的 PDF 文件，

应启动光学字符识别（OCR）功能，确保内容可复制、可搜

索。 

申请人可通过以下操作检查确认内容已正确转换：一是

突出显示某一文本区域；二是检索某个词或短语。若未能突

出显示文本区域或检索结果中未能显示词或短语，则证明

OCR 并未识别该文本。 

7.3  页码编制的要求 

页码编制要求请参考《ICH eCTD 文件格式规范V1.2》。 

7.4  书签与超文本链接的要求 

申请人应对中文申报资料在文件内部和文件之间建立

书签和适当的超文本链接。基线类型的注册行为对书签和超

文本链接不做要求。其他有关书签与超文本链接的具体要求

请参考《eCTD 技术规范 V1.0》第 3.4 章节。 

7.5  对文件压缩、加密的要求 

申请人不得对提交的申报资料中的文件进行任何压缩

处理。 

申请人不得对提交的媒体介质以及申报资料中任何级

别的单个文件/文件夹进行安全设置或密码保护。文件设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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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打印及文本和图形选择，第 2.7.5、3.3、4.3、5.4 章节除

外。 

申请人提交的 eCTD 申报资料需按照《ICH eCTD 技术

规范 V3.2.2》要求，使用 MD5 加密算法生成校验和并记录

在骨架文件和文本文件中，以便监管机构确认申报资料的完

整性和合法性。 

7.6  文件大小的要求 

申请人需控制申报资料中单个PDF文件在500MB以内。

针对大于 500MB 的文件，建议申请人按照内容进行拆分，并

通过标题名称来反映原文件被拆分，例如：文件标题-1、文

件标题-2 等。 

单个临床数据集文件（xpt 格式）最大可允许 4GB。 

7.7  电子签名的要求 

申请人需对 eCTD 申报资料中的所有 PDF 文件使用申

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的电子签名，对申请表还需使用法定代

表人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的申领和使用详见药审中心网站

CA 直通车。 

药审中心将对 eCTD 申报资料中“1.0 说明函（含自查表）、

1.2 申请表、1.3.8 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如适用）、1.10 上

市后变更（如适用）、1.11 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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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证明文件（如适用）”章节内的所有 PDF 文件进行

电子签名校验，校验不通过的 eCTD 申报资料将会被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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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CTD 技术规范更新流程及时间 

eCTD 技术规范及其配套文件会随着相关法律法规调整

进行修订，可能会影响 eCTD 出版工具和提交、受理流程。

eCTD 技术规范更新发布后，eCTD 出版工具需要进行同步更

新。监管机构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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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法

律法规、技术指导原则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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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考3 

1. ICH eCTD Specification and Related files 

——ICH eCTD 技术规范和相关文件，包括变更控制过

程、变更请求表和问答文档。 

2. ICH 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Specification V3.2.2 

——《ICH eCTD 技术规范 V3.2.2》 

3. ICH The eCTD Backbone File Specification for Study 

Tagging Files V2.6.1 

——《ICH 研究标签文件的 eCTD 骨架文件技术规范

V2.6.1》 

4. ICH Specification for Submission Formats for eCTD V1.2 

——《ICH eCTD 文件格式规范 V1.2》 

5. ICH eCTD IWG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Specification 

Change Request Document V1.31 

——《ICH eCTD IWG 问题解答和规范变更要求文件

V1.31》 

6. 《eCTD 技术规范 V1.0》 

7. 《eCTD 验证标准 V1.0》 

3  相 关 参 考 文 件 可 参 见 ICH 网 站 （ https://www.ich.org/ ） 、 药 品 审 评 中 心 网 站

（https://www.cd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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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stri.ich.org/ssf/Specification_for_Submission_Formats_for_eCTD_v1_2.pdf
http://estri.ich.org/eCTD/eCTDQAV1_31_xlsx.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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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递交指导原则（试行）》 

9. 《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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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术语表 

名词 定义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

（eCTD） 

电子通用技术文档是用于药品注册

申报和审评的电子注册文档。通过可

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将符合 CTD 规范

的药品申报资料以电子化形式进行

组织、传输和呈现。 

申请 申请是指为了一个特殊的监管目的

（如临床试验申请）来整理和提交的

申报资料的集合。 

注册行为 注册行为是针对某一特定注册目的

从首次提交到获得批准的所有序列

的申报资料集合，可以包含一个序列

或多个序列。同一个注册行为中的多

个序列可以是连续的序列，也可以是

不连续的序列。 

序列 序列是指在某一注册行为中单次提

交的申报资料的集合。 

申请编号 申请编号是一个申请在其全生命周

期内的唯一识别编号，由监管机构分

配给申请人。 

原始编号 原始编号是对一个进入注册审批程

序的药品所给予的基本的和永久的

资料代号，是用于标识申请人、活性

成分和剂型的唯一识别码，由监管机

构分配。 

相关序列 一个注册行为中首次提交的序列被

称为该注册行为中提交的所有序列

的相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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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序列号是申请中唯一的 4 位数字的

字符串，是用于区分同一申请中不同

提交序列的唯一标识。 

叶元素 

（leaf element） 

叶元素是 eCTD 骨架文件的一部分，

是在序列中提交的单个文件的引用

地址、显示名称、校验和及生命周期

操作等信息的集合。 

信封信息 信封信息是 eCTD 区域骨架文件的

一部分，为电子资料管理系统提供处

理和组织申报资料时使用的元数据。 

基线 基线指申请人将已以纸质递交获批

上市许可的药品从纸质递交格式转

换为 eCTD 提交的注册行为。 

研究标签文件（Study 

Tagging Files, STF） 

研究标签文件用以提供在 eCTD 骨

架文件中没有包含的关于研究主题

和研究报告的信息，例如研究全称，

研究 ID，研究使用的种属，给药途

径，研究时长，对照类型等。 

MD5 MD5 消息摘要算法（MD5 Message-

Digest Algorithm），一种被广泛使用

的密码散列函数，用于产生一个文件

对应的数字指纹，即校验和。 

校验和（checksum） 使用 MD5 消息摘要算法产生的文件

校验和，用以确保信息传输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 

DTD 文档类型定义（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是一套为了进行程序间

的数据交换而建立的关于标记符的

语法规则，用于保证 eCTD 骨架文件

的合法性，如元素和属性使用是否正

确等。 

OCR 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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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对扫描的 PDF 文件进行光学识

别，使扫描文件中的文本可以被检索

查找。 

验证 指申请人和监管机构根据公开和统

一的验证标准，对 eCTD 申报资料进

行检查校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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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说明函模板 

  

关于 XX 公司申报的 XX 产品的 XX 申请 

 

1. CTD 模块一说明函所要求的内容 

申请人应根据 CTD 模块一说明函最新版本所要求的内

容进行详细描述。 

2. 负责本次提交序列注册事务的联络人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负责本次提交序列注册事务的联络人姓

名、电话号码、邮箱。 

3. 本次提交序列不适用的文档清单或说明（如适用） 

如本次提交序列含有不适用文档，须列出清单或进行

说明。 

4. 本次提交序列验证的相关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提交序列所使用的验证工具及其

版本信息，对验证报告中警告信息的解释说明。 

5. 关于纸质资料与 eCTD 申报资料内容一致的承诺 

我公司承诺所提交的纸质资料与 eCTD 申报资料内容完

全一致，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关于按规定时限一次性提交全部纸质申报资料的承诺 

我公司承诺受理后，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提交全部纸质

申报资料。如发生书面发补，我公司承诺在补充资料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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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提交全部纸质补充资料。未在

规定时限提交的，该申请按终止药品注册程序处理，相关

责任与风险由我公司承担。 

7. 病毒检查声明 

我公司已使用 XX 查毒软件（软件版本号 XX，病毒库

版本号 XX），对本次提交序列进行病毒检查，检查未发现

病毒。如因病毒检查结果异常导致申报资料拒收，相关责

任与风险由我公司承担。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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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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