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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1 号) 
2022年 01月 04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865981f4339

7249e373ee6d6e5bd66b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发中

应用的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2 号） 
2022年 01月 04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f79c22e867

8241b030c71523eb300c 

3 关于冰醋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776.jhtml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

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65 号） 
2022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d62a1be479

a74bbc6e649e6e05d6f14 

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64 号） 
2022年 01月 05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21fc720672c

f26ad0efbe0207fdced 

6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撰写指导

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8 号） 
2022年 01月 06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7e34e30c714

1b2770ddd6f80e80f9ff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

原则》的通告（2021 年第 71 号） 
2022年 01月 06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4e1ef312a0a

0c039a7a4ca55b91d4e8 

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9 号） 
2022年 01月 06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8a93c12537f

5e8a624e57bbfd80f2bd 

9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药

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70 号） 
2022年 01月 06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e26d1a47cb4

0eea7976702d209f5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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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4 号） 
2022年 01月 07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d91794def0

eed2bb15c48ac496c76a 

1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

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3 号） 
2022年 01月 07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a7b81292e7c1

5e331ece179580019112 

1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

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2 号） 
2022年 01月 07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aa4564491cd

73c5e581dd228c8aee34 

1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

（试行）》的通告（2022 年第 5 号） 
2022年 01月 07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02c511b46bf

a8c472fd6aad6e164557 

1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批）的通告

（2022 年第 2 号） 
2022 年 01 月 11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111084200136.ht

ml 

15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五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1月 27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435a5b0f0ce

55bffe47696c95747ee7 

16 关于氢化大豆油国家药品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2022年 01月 27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23.jhtml                   

17 关于海藻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年 01月 29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45.jhtml                    

18 
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

通知 
2022年 01月 29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e0290d9277

9161afe20e6ae8e934a65 

19 关于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年 01月 30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27.jhtml                   

20 
关于再次公开征求《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2月 09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aa8acbc0e08

bc39fa2a59d6e688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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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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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告（2022 年第 16 号） 

2022年 02月 10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4b0c931e393

e5a803d77ddc31383008 

22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一批）的通告

（2022 年 第 9 号） 
2022 年 02 月 11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211161915142.ht

ml 

2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

指导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17 号） 
2022 年 02 月 11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8b06d54af4f

19d02a17e4d4d8d374f7 

24 
关于公开征求《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2月 21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84d30b8839

cea6f4af5787511ec8da 

2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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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告（2022

年第 19 号） 

2022年 02月 18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dc61dacf5e3

55d67f780f5202dde110 

26 
关于《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 

征求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2月 22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d643ee8789

b4653e33b01e2ea15a626 

27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六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3月 01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3edc6c4c8f8

4afc40d910cb90688b8a 

28 关于甘露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年 02月 21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21.jhtml                 

29 关于滑石粉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年 02月 21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02.jhtml                    

30 
关于公开征求《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程序》意见的通

知 
2022 年 03 月 11 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5c3680701af

8e40c9772cf267bae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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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聚乙烯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 年 03 月 11 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30.jhtml                     

32 关于乳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 年 03 月 11 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29.jhtml               

33 关于微晶纤维素丸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2022 年 03 月 11 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07.jhtml               

34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五十二批）的通告

（2022 年第 16 号） 
2022 年 03 月 11 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311164412113.ht

ml    

35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

与答（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3月 14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0ceb9c111e3

1a5a8d168dc3e1da242d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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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批） 
2022年 03月 15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ywdtfl/16935.jhtml            

37 
关于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三

次） 
2022年 03月 21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38.jhtml                    

38 
关于公开征求《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七批）》（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22年 03月 25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0844347b9d

ec1c9930706774cbf30f6 

39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公

示 
2022年 03月 25日 https://www.chp.org.cn/gjyjw/tz/1691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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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

第 61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865981f43397249e373ee6d6e5bd66b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4 日 

     为规范和指导化学仿制药的晶型研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化学仿制

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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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23日 

 

附件：化学仿制药晶型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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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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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多晶型现象是指同一化合物因存在多种不同的排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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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制剂的生产工艺、溶出度及生物利用度等产生影响，进而可

能影响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所以研究原料

药的多晶型现象以及晶型可能对药物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产

生的影响，是保证药物质量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对化学

仿制药的研发具有重大意义。 

本指导原则结合我国仿制药晶型研究的现状并参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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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的关注点，涉及的晶型包括无水物、水合物、溶剂合物

和无定型等。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目前对于该问题的观

点和认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

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 

二、总体考虑 

申请人应基于风险评估的理念，在全面理解参比制剂目

标质量概况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晶型进行处方工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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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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的种类，重点晶型的制备、表征及理化性质研究；二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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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选择适宜晶型。 

（一）仿制药晶型选择 

申请人应对原料药的多晶型现象有足够的认识。可以通

过科学文献、专利以及其他相关的参考资料，或通过晶型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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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贮存过程中可能会生成或转化的晶型。 

对于仿制药，通常情况下应选择与参比制剂一致的晶型。

若有足够的稳定性研究数据支持且其他晶型制备的仿制药

与参比制剂生物等效，也可选择与参比制剂不同的晶型。无

论选择何种晶型，均应对所选择晶型进行充分的理化性质和

稳定性研究。 

（二）仿制药晶型研究思路 

对于仿制固体制剂、半固体制剂和混悬剂，应主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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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的影响，在充分研究晶型对其影响

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药物的晶型进行控制。 

对于液体制剂（如口服液、注射液等），建议关注原料药

的不同晶型对制剂工艺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仿制药研发中晶型问题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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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晶型与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由于原料药不同晶型的内部分子排列或分子构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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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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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制剂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原料药不同晶型的表观溶解度差异是否会影响制剂生

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取决于影响药物吸收速度和程度的各

种生理学因素，包括胃肠道蠕动、药物的溶出、药物的渗透

性等。此时，生物药剂学分类（BCS）可作为科学评价多晶

型现象对制剂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影响程度,使用BCS分

类进行评估时，应自证拟开发品种的BCS分类。 

对于体内吸收仅受溶出速度限制的高渗透性药物，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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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等效性。而对于吸收仅受肠道渗透性限制的低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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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生物等效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于高溶解性药物，当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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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各晶型之间的表观溶解度的差异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

性的影响不明显。 

在证明仿制药与参比制剂体内生物等效后，体外溶出试

验可用于评价仿制药的批间一致性。当晶型转变可能影响制

剂的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时，可采用体外溶出试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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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方法，但应提供研究资料论证所用溶出方法能反映上述

变化。 

（二）晶型与制剂工艺 

原料药的不同晶型可呈现不同的物理和机械性质，包括

吸湿性、颗粒形状、密度、流动性和可压性等，进而可影响

原料药的纯化工艺的筛选和/或制剂的生产。鉴于原料药多晶

型可影响制剂工艺的稳健性，故建议申请人密切关注原料药

的多晶型。 

多晶型对制剂生产过程的影响还与制剂处方和工艺有

关。例如，对于粉末直压的工艺，尤其是当原料药在处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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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影响因素；而对于湿法制粒工艺，原料药的固态特征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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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小。关于原料药多晶型对制剂工艺的影响，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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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标准的制剂。 

原料药经干燥、粉碎、制粒和压片等制剂工艺步骤，在

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均可能出现转晶现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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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垒，以及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应对工艺过程中晶型转变情

况进行充分的研究。 

（三）晶型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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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开发过程中，为了降低转晶的可能性，以及得到

更好的化学稳定性，通常选择热力学最稳定的晶型。在某些

情况下（如，基于提高难溶性药物生物利用度等考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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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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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药物晶型的稳定性，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适当的处方、

生产工艺、包装等）避免在贮存期间亚稳态晶型向稳定型晶

型转变。 

（四）化学仿制药中晶型控制方法的制订 

申请人可参考决策树 1-3 进行仿制药晶型的评估与控制

策略的制订。虽然决策树的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多晶型影响

制剂生物等效性/生物利用度的潜在因素而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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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对制

剂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1.制订晶型检查项的必要性 

决策树 1 为原料药和/或制剂标准中制订晶型检查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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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性，则原料药的不同晶型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产生

显著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通常情况下无需在原料药和/或

制剂中制订晶型检查项。 

2.原料药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按照 BCS 分类系统对药物的溶解性进行区分，当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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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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药晶型检查项。若中国药典中收载了晶型检查项，且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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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晶型检查项。若中国药典没有收载晶型检查项，或该

项不适用于目标晶型的控制，申请人应参考相关文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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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3.制剂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可参考决策树 3 选择制剂中晶型的控制策略。通常，如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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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项，但如果选择的是亚稳态晶型，由于亚稳态晶型可能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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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难溶性药物，如果晶型变化对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

性的影响可通过制剂的性能检测（如，溶出度）进行控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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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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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在制剂质量标准中制订反映晶型变化的其他检测项（如，

固态表征等）。 

四、药物晶型的表征和控制 

（一）晶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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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晶型表征方法包括：单晶 X 射线衍射法（SXRD）、

粉末 X 射线衍射法（PXRD）、红外光谱法（IR）、拉曼光谱

法（Raman）、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热重法（TG）、毛细

管熔点法（MP）、光学显微法（LM）、偏光显微法（PM）、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ssNMR）等。其中，单晶 X 射线衍射

法和粉末 X 射线衍射法是目前常用方法。热分析方法（如，

差示扫描量热法、热台显微镜法等）和光谱法等（如，红外

光谱法、拉曼光谱、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等）均可进一步支

持不同晶型的确证。 

鉴于上述所提及的表征方法多数仅能反映不同晶型某

一方面的物理性质，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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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晶型进行表征。 

（二）晶型控制 

可参照《中国药典》相关通则对晶型进行定性和/或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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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或定量分析，确保原料药或制剂中有效晶型的含量。 

常用的定量方法包括：粉末 X 射线衍射法（PXRD）、红

外光谱法（IR）、差示扫描量热法（DSC）、拉曼光谱法（Raman）、

固体核磁共振波谱法（ssNMR）等。 

五、决策树 

决策树 1  制订晶型检查项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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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 2  原料药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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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 3  制剂晶型检查项的制订 

 

六、名词解释 

晶型：指固体物质的分子排列形式和分子构象。 

多晶型现象（同质异晶现象）：描述固体化学药物物质状

态，可由一组参量（晶胞参数、分子对称性、分析排列规律、

分子作用力、分子构象、结晶水或结晶溶剂等）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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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以上不同的固体物质状态。 

晶态：指分子在晶格中具有周期性、对称性的排列规律。 

无定型：指分子的排列没有周期性规律。 

无水物：指不含结晶水或结晶溶剂的固态物质。 

溶剂合物：指含有化学计量或非化学计量溶剂的固态物

质。 

水合物：如果溶剂合物的溶剂为水，该溶剂合物通常被称

为水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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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溶解度：物质在表观平衡（过饱和）状态下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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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是在无限平衡时达到的。 

转晶现象：化合物晶型物质状态因环境条件变化（如：温

度、湿度、光照、压力等）而从某种晶型物质状态转变为另

外一种晶型物质状态。 

热力学最稳定晶型：具有多晶型的化合物，在给定温度和

压力下，吉布斯自由能最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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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指导原则（试行）》

的通告（2021 年第 62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f79c22e8678241b030c71523eb300c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4 日 

    为鼓励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药研发理念，科学合理的运用患者报告结局，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患者报告

结局在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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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附件：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27日 

附件：患者报告结局在药物临床研发中应用的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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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53
药用
辅料

粉体压缩特
性测定法研
究

沈阳药科大学

建立普适性的粉体压缩特
性测定方法，为中国药典
收载该通则方法提供理论
基础。评价代表性药用辅
料的粉体压缩特性，为药
用辅料质量提高提供理论
支持。

1.药用辅料的压缩特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评价代表性辅料粉体的压缩特性，阐明影响辅料粉体压缩特性的主要粉体学
性质。
3.参与单位对粉体压缩特性测定方法建议进行审核及开展方法耐用性研究。

54
药用
辅料

粉体压缩特
性与制剂成
型相关性研
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

研究建立粉体压缩特性测
定法，以及数据分析处理
方法用于制剂原辅料的压
缩特性评价，并分析粉末
压缩特性与片剂的品质相
关性。

1.通过模内压缩和模外压缩两种方法对比研究代表性药用辅料在压力作用下的
形变行为，为建立粉体压缩性测定方法提供数据支持。
2.对比研究不同药用辅料在压片过程中抗张强度与孔隙率、压片力等的变化关
系。
3.确认药用辅料的关键物理属性和压缩参数，分析其与片剂压缩成型的相关性
。

55
药用
辅料

脂肪和脂肪
油药用辅料
中甘油三酯
组成/含量测
定法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研究建立脂肪和脂肪油类
药用辅料中甘油三酯组成
及含量的通用测定法。

通用色谱条件的考察或者从品种入手，建立甘油三酯组成的测定方法。

第 18 页，共 18 页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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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 1 

二、 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 ................................................................................................. 1 

三、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翻译、改进 ........................................................... 2 

（一）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 ............................................................................ 2 

（二）用于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调适 ............................................. 7 

（三）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改进 ............................................................................ 9 

四、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选择与评价 ...................................................................... 9 

五、 临床研究中使用患者报告结局的考虑 .................................................................... 10 

（一）估计目标框架 ..................................................................................................... 10 

（二）选择患者报告结局作为临床研究终点 ............................................................... 11 

（三）研究方案和研究报告中有关量表的阐述 ........................................................... 11 

（四）量表的有效应答 ................................................................................................. 12 

（五）缺失数据 ............................................................................................................. 13 

（六）多重性问题 ......................................................................................................... 13 

（七）结果的解释 ......................................................................................................... 14 

（八） PRO/ePRO 的质量控制 .................................................................................... 15 

（九）真实世界研究中 PRO/ePRO 的使用 .................................................................. 15 

六、 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 16 

（一） ePRO 测量 ........................................................................................................ 16 

（二）使用 ePRO 的一般考虑 ...................................................................................... 17 

七、 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交流 ........................................................................................... 18 

参考文献 ............................................................................................................................ 20 

附录 1：词汇表.................................................................................................................. 26 

附录 2：中英文词汇对照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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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引言 

临床结局是评价药物治疗获益与风险的核心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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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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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患者体

验、见解、需求等数据并将其有效地融入到药物的研发和评

价中日益受到重视，临床报告结局（ clinical outcome 

assessments, COA）特别是其中的患者报告结局可以反映患者

的感受，是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指导原则旨在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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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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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办者在药物注册研究中合理

使用 PRO 数据提供指导性意见。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使用 PRO 作为终点指标支持药品注

册的临床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 

二、 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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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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修改或解读的对自身疾病和相应治疗感受的评估结局。 

PRO 强调患者自己报告结局，当患者不具备或丧失自我

评估能力时，可能需要由其监护人或监护人指定的代表完成

PRO 的记录，但此时应充分评估代理人偏倚。 

量表是 PRO 测量使用较多的工具，主要用于主观测量，

如疼痛、生存质量等，但现有量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主观测

量问题，如某些症状（如恶心）或症状群。PRO 的数据采集

有纸质记录和电子化载体两种手段。使用电子化手段记录

PRO 称为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electronic patient-reported 

outcome，ePRO）。 

三、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翻译、改进 

临床研究中，一旦确定使用量表测量 PRO，如果尚无适

合研究项目的量表，需专门针对研究目的进行研发；如果已

有公认的适合研究项目的中文量表，在获得版权后可直接使

用；如果已有公认的适合研究项目的外文量表，需经过研发

形成正式的中文版本后使用；如果已有量表并不完全适合研

究项目时，需改进后使用。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中如何选择更

适合于拟开展的研究项目，需要考虑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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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测量量表的研发应能反映患者的视角，重点考虑该

量表的临床价值，包括疗效评价的针对性、临床意义的可解

释性和对治疗决策的指导性。量表的研发过程如图 2 所示。

量表的研发通常用于有效性评价，也可以针对重要的安全性

事件进行研发，其原理和过程是一样的。 

 

图 2 量表研发过程示意图 

1. 构建概念性框架 

量表的结构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临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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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如视觉模拟疼痛量表）和多条目量表（如简化版口腔干

燥量表）。下面以二级结构量表为例进行阐述。 

二级结构量表的第一级是维度，第二级是条目。量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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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患者访谈以及必要的调研。维度的数量和命名依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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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的理解设定，每个维度下的条目数和条目内容用以

体现其所属维度的内涵和重要程度，例如每个条目等权时，

维度下的条目数量就体现了维度的重要性。 

2. 建立条目池 

量表的底层结构是条目，体现具体的设问内容，而维度

则是概念性的。为了后续的条目设计，需建立尽可能丰富的

条目池，条目的来源可以是所有可能的途径，包括文献、患

者和/或专家访谈、相关领域的量表研发平台、研发报告、研

发者设计等。 

条目设计是量表研发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条目池足够

丰富和成熟，绝大多数的条目一般从条目池中获取，但也会

有一些条目由研发者设计。在问题的陈述中，应尽可能采用

封闭式问题，避免含混不清的词语、具有双重含义或倾向性

引导的问题、双重否定的陈述、以及负面陈述和患者不情愿

回答的问题；同时应避免应答的天花板或地板效应，以及一

个条目同时问两个以上问题等。在阅读理解方面，尽量使用

常用语，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不宜太高（如具备小学毕业文化

程度的阅读能力即可）。 

3. 标度方法 

条目的标度有二分类标度、等级标度（如 Likert 标度）、

连续标度（如视觉模拟标度）、图形标度等方法，其中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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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Likert 标度法最常用。具体采用几级 Likert 标度要以量表

的度量性能达到最佳为标准。 

4. 访谈 

在研发者初步形成了量表的概念性框架后，首先需要进

行患者访谈、专家访谈和/或专家调查，根据专家反馈意见调

整概念性框架。患者访谈有助于进一步保证患者报告结局量

表的内容有效性，体现患者的需求和意见。专家调查的主要

目的是考证结构的合理性、条目表述的准确性、应答的可行

性和维度及条目的赋权。维度和条目的赋权是量表研发最为

关键的环节。专家调查法的实施通常不止一轮，以达到专家

意见相对统一为止，特别是条目赋权方面的意见。 

5.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 

在综合专家意见改进初始的概念性框架后形成量表的

初始测试版，继而需要在目标人群中进行测试，然后根据测

试结果改进，形成正式测试版。使用正式测试版在目标人群

中展开调查，其样本量需根据预调查的参数进行估计，正式

测试版的改进也是根据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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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程度。 

6. 验证概念性框架 

预调查和正式调查都是验证概念性框架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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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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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度：信度是指在相似条件下所获得的测量结果的

一致性，用于评价测量工具的可靠性。PRO 量表常用的信度

指标有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测试者内信度。重测信

度用于评价量表的可重复性，初测和再测之间的相关系数不

宜太低。内部一致性信度用于评价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常用

Cronbach’s 系数评价（通常不低于 0.7 为宜）。测试者内信

度通常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

评价，有文献报道认为 ICC 一致性可划分成<0.4 为差，0.4-

0.75 为尚可，>0.75 为很好。 

(2) 效度：效度是指测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想要测量

的内容，用于评价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一个好的量表应该既

可靠又有效。信度高并不代表效度也高（例如重度抑郁症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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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躁狂症时可能信度高但效度低），但信度低的话，效度必

然不会高。 

量表效度的评价方法很多，以 3C 方法较为常用，即内

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标准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和

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内容效度主要基于专家知识

和经验以及患者主观判断量表的维度和条目的内容是否合

理，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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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标准”量表的相关程度。由于金标准通常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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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果存在则研发意义有限（仅在研发量表具有极大的便利

性等情况下），因此应用较少。结构效度常通过探索性和验

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评估观测数据产生的结构与概念性框架

的一致性。 

除了上述 3C 概念外，效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变

化的能力，又称反应度，即能够灵敏地反映患者结局变化（如

干预前后的变化，给予不同干预的反应等）的能力。 

7. 撰写量表说明书 

为了确保量表的正确使用，应撰写量表使用说明书。量

表说明书包括但不限于：目标人群，含引导语在内的完整量

表结构，维度和条目的赋值以及量表的计分规则，度量性能，

有效应答的规定，缺失数据的处理，回忆期限（如涉及）等。 

（二） 用于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调适 

临床研究中用于 PRO 测量的原研量表如果为外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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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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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配合时，还会涉及文化调适问题。量表的翻译和/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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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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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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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阶段。查阅量表研发的所有相关资料；组建多学科

翻译团队（如英译中、中译英、医学等专业人员）；建立与

量表研发者的沟通渠道，除获得使用该量表最新版本的授权

许可外，通过交流更好地理解量表的含义，以使翻译更为准

确。 

2. 正向翻译。两个或多个翻译人员独立将原语言版本的

量表译成中文版本，然后综合各个翻译文稿形成中文初稿。 

3. 回译。由母语为原语言且又熟悉中文的翻译人员将中

文初稿翻译回原语言，将回译版本与原文进行比较，如有较

大差异，需进一步修改中文译稿，直至回译稿与原文的差异

达到可接受的程度，形成中文版初版。 

4. 量表的文化调适。如果量表中有个别条目不适于当地

文化，需对其进行调适，调适结果是否满意应以调适后量表

与原研版的度量性能相近为判断原则。 

5. 中文版初版测试。在目标人群中使用中文版对患者进

行认知访谈，评价量表条目的可理解性以及患者的认知程度

等，并进行量表性能的定量测试，如果量表的度量性能与原

研版相近，中文版可定稿；如果相差较大，则需要进一步完

善中文版，直至度量性能达到要求为止，形成中文版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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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文版研发报告。中文版终版形成后，撰写完成研发报

告，记录整个研发过程，报告度量性能，编写量表说明书，

必要时申报中文版软件著作权。 

（三）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改进 

当已有量表并不完全适合研究项目时，应改进后使用。

例如，经早期临床试验（如 II 期）数据分析，所用量表不满

足研究所需的信度和/或效度，需对量表进行改进或研发新的

量表。在开展Ⅲ期试验前应试验对量表再次进行测试，以确

保 III 期试验所用量表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 

四、 患者报告结局测量量表的选择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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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项目的用于 PRO 测

量的量表甚为关键，结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建议重点关注

以下要点： 

1. 量表的适用性：考察量表的构建，关注其整体概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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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量表的适用人群一致。 

2. 规范文件或系统：是否有规范的量表相关文件或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说明文件（特别是量表得分的解释）、用户使

用手册、数据收集的标准格式、重要的参考数据（用于设计

时的样本量估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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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发过程：量表的使用目的是否明确定义，研发过程是

否严格规范，量表的结构（维度和条目及其赋权）是否合理，

发表的结果是否详尽。 

4. 权威性：研发成果是否在同行评议期刊公开发布，是否

得到较广泛的引用和应用，是否被指南推荐。 

5. 语言和文化：量表的有效性验证是否考虑了不同的教

育、文化和种族背景；新的语种版本是否经过规范的翻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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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原研量表相近。 

6. 验证：是否通过足够大的样本量进行验证，条目设计和

赋值是否合理，是否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 

7. 可行性：量表在使用时的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过

程的可操作性、使用多个量表时的条目重叠问题等。患者的

应答负担过重可以导致缺失和拒绝应答现象增多，降低 PRO

数据的质量。增加患者应答负担的因素包括：量表内容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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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表界面设计不便阅读，条目涉及不便回答的隐私，条

目设计的不合理等。 

五、 临床研究中使用患者报告结局的考虑 

（一） 估计目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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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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目标框

架需在方案和统计分析计划中明确定义。 

（二） 选择患者报告结局作为临床研究终点 

临床研究如选择患者报告结局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终

点，应说明选择的理由及依据，结合研究目的、目标适应症

的疾病机制、药物作用机理及临床定位等因素综合考虑。对

于将 PRO 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终点，应注意以下问题：①需

要有充分的依据，且与研究目的相一致；②如研究设计未能

对患者设盲，会产生较大的主观评价偏倚风险，应极为慎重；

③观察期应足够长以体现 PRO 具有临床意义的变化；④应

控制整体 I 类错误率；⑤样本量确定应充分考虑预期的差异

至少应具有临床意义。 

选择的患者报告结局应能反映出患者对药物作用的感

受。药物作用不仅限于有效性，也反映在安全性、耐受性或

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等方面，合理选择患者报告结局有助于让

研究更好地反映患者体验，使药物研发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

理念。 

（三） 研究方案和研究报告中有关量表的阐述 

使用量表测量的患者报告结局作为主要终点或关键次

要终点时，应在研究方案中对其进行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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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使用量表的合理性；必要时简要介绍量表的研发和应

用情况，特别是针对某些应用较少的量表；量表度量性能的

评价方法和指标；量表数据的采集与质量控制；量表数据的

分析方法；量表使用的详细说明和培训计划等。 

临床研究报告中应包括但不限于：量表数据的收集情况

（有效应答、缺失等）；报告所使用量表的度量性能（如信

度、效度），并与原研量表比较，当差别比较大时，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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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结果以及相应的合理解释。 

（四） 量表的有效应答 

患者在填报量表时可能会出现缺失、消极应答（如在 5

级 Likert 条目的应答中固定勾选某一级）等现象，从而使得

量表的数据失真，因此，量表的使用都应设定有效应答的标

准，并在量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例如，某量表规定超过 15%

（不同量表有不同定义）的条目未应答，或所有条目都勾选

某一级（如“非常满意”）被视为该研究对象的无效应答。

在研究方案和/或统计分析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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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下，除了考虑整个量表是否

有效应答外，量表的某一维度可能被视为关键变量，此时可

能会对维度的应答是否有效事先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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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缺失数据 

PRO 数据特别是量表测量的数据，出现缺失较为常见。

因此，研究的实施过程中加强质量控制，尽可能减少缺失十

分必要。对于多维度量表中条目数据的缺失，通常会采用填

补方法，具体方法优先采用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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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当前研究数据的探

索性分析确定（通常在探索性研究中完成）。如果不做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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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事先在方案中定义当条目的分值缺失时处理整个量表和

各维度的分值的规则。应在试验设计阶段针对缺失数据制定

合理的统计分析策略。 

（六） 多重性问题 

当 PRO 被列为主要终点之一或关键次要终点时，会涉

及多重性问题，其一般处理原则参见《药物临床试验多重性

问题指导原则（试行）》。申办者需要在临床研究方案和统

计分析计划中事先规定针对多重性问题所采用的决策策略

和多重性调整方法。PRO 使用的量表通常包括多个维度，如

果其中某个或某几个维度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并在方案中被

列为关键次要指标（申办者拟在说明书中声称该特定获益），

亦会涉及多重性问题，设计时需考虑整体 I 类错误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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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量表的多维度和多条目特性，除了侧重于量表整体

得分的分析外，各个维度和条目的分析也是必要的，从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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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次要终点、或者不在说明书中声称特定的获益，无需进

行多重性调整。 

（七） 结果的解释 

基于量表的 PRO 的结果解释与其它用来评估治疗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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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临床意义差别（minimum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

MCID)通常用于界定临床意义的阈值，例如，使用 10 分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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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才有临床意义，或较基线平均下降分值两组的差值大于多

少才有临床意义。在确定 MCID 时，应首选相关指南、专家

共识等公认的标准；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则需与监管机构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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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统计方法估计 MCID，常用的有基于分布的方法和

基于锚定的方法。其中锚定法更可靠并且便于跨不同试验进

行比较，其根据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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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改善、显著改善），然后确定对应

的量表分值的变化量。通常，全局性指标（等级变量）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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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值变化量的相关系数至少达到 0.3 以上才有意义，有研

究认为相关系数 0.3 为低度相关，0.5 为高度相关。估计 MCID

还有其它统计方法，如基于混合线性模型的方法等，可与监

管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后确定主要方法。 

（八） PRO/ePRO 的质量控制 

应保证研究实施过程中不同研究中心、患者、观察者数

据采集的一致性，从而提升临床研究质量。在方案中至少需

要明确但不限于： 

• 建立质量控制标准操作规程； 

• PRO/ePRO 数据采集的时间点和实施顺序； 

• 针对相关人员使用 PRO/ePRO 测量工具的培训和指导，

包括判断量表完整性的方法和标准，数据填写、存储、传输

的时间和方式等，使之充分理解使用量表的目的、量表说明

书中的具体内容以及在量表数据收集过程的质量控制环节； 

• PRO/ePRO 的数据管理计划。 

另外，使用 PRO/ePRO 的临床研究需要更持续主动地现

场监查，保证 PRO/ePRO 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九） 真实世界研究中 PRO/ePRO 的使用 

真实世界研究中，PRO/ePRO 的使用多用于前瞻性研究，

如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或实效临床试验。采集的 PRO/ePRO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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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或治理的具体方法参见《用于产生真实世界证据的真

实世界数据指导原则（试行）》。 

六、 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一） ePRO 测量 

与纸质 PRO 相比，ePRO 在数据收集的高效性、实时性、

灵活性、依从性、安全性和患者隐私保护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ePRO 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某些患者可能会在操作电子设

备方面遇到困难，特别是年老、年幼、以及因疾病限制了动

手操作能力的患者人群。 

目前 ePRO 数据的采集大致有基于电话的交互式语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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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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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选项脚本，并允许患者使用按键记录应答，数据直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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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设备上，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甚至是可穿

戴医疗设备，又称为自带设备，病人可访问设备上的网站或

软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答案并被记录保存。 

ePRO 系统可与电子病历系统或电子数据采集系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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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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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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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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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远程数据监测，对有疑问的数据进行质疑标注，及时对

受试者进行回访。 

（二） 使用 ePRO 的一般考虑 

以药物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中，ePRO测量工具及数据

采集和数据管理等，应遵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电子数

据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治理相关指导原则的基本要求。 

基于网络化平台的ePRO测量方式不同于纸质PRO测量

工具，其数据通常上传至在线数据收集中心，供用户综合管

理，实现数据存储、监查和导出。因此，为确保研究者具备

电子源数据维护和保存权限，研究机构有原始文档支持，以

供申办者稽查及监管部门核查，使用ePRO测量工具应遵循以

下原则： 

1. 研究者应具有维护和确认 ePRO 源数据准确性、真实

性的权限。研究者通过稽查轨迹捕捉 ePRO 数据通过测量设

备上传后任何数据的变化和修改，避免申办者或第三方机构

独自控制原始 ePRO 数据的采集/管理系统。ePRO 源数据是

指源于 ePRO 系统最初记录并存储于数据库的记录，如果

ePRO 系统最初记录直接导入 EDC 系统并存储于 eCRF，则

最初的 eCRF 为源数据。 

2. 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和访问控制机制。采用加密技术保

证数据在收集、提取、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完整性、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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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防止任何个人或机构修改原始数据，删除患者报

告的不良事件、高危预警等数据，建立相对应的访问控制机

制，避免计划外揭盲风险。 

3. 数据备份。避免试验过程中存在数据损坏或丢失、无

法对源数据进行重建或验证的风险。 

4. 数据保存。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应保存有电子源数据或

电子文档，使监管部门核查人员可以在临床研究现场检查、

核实和复制原始数据。 

如果经对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ePRO量表度量性能与原

研量表有较大差距，应考虑ePRO量表在实施中存在的潜在问

题，并予以纠正。此外，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ePRO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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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目，从而减少条目数量以降低患者应答负担，但减少条目

数量应符合保证量表内容的效度的前提。申办者使用此类

ePRO测量工具，需提交概念性框架构建、条目库设计筛选流

程、程序构建规则以及结果分析解读等相关资料。 

七、 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交流 

当申办者计划采用PRO/ePRO作为确证性研究主要或关

键次要终点时，应与监管机构及时沟通。沟通的问题包括但

不限于目标适应症疾病背景、选择PRO作为主要或关键次要

研究终点的理由及依据、研究设计类型、研发量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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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证性概念框架及量表说明书等资料、PRO/ePRO改进和/

或文化调适（如有）及依据、信度与效度的验证、最小临床

意义差别及依据、实施方面的质量控制等问题。进行沟通前，

申办者应该向监管机构预先提供包含PRO/ePRO统计分析考

虑的试验方案和PRO/ePRO的相关资料。在试验过程中，如果

因为更改PRO/ePRO而使临床试验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应与

监管机构及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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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词汇表 

标准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又称校标效度，指研发的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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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程度。大多数PRO量表因无金标准而无法衡量其标准效度。 

测量工具 (Instrument)：一种获取数据以及支持其使用的所

有信息和文档的工具（如量表），通常包括实施方面的详尽指

引、数据收集的标准格式、用以说明计分和分析方法以及目

标疾病人群的结果解释的规范文件等。 

概念 (Concept)：又称感兴趣的概念（concept of interest, COI）。

在监管层面，概念是PRO量表所捕捉或反映的个体在临床、

生物、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状态或体验。在PRO层面，概念

代表了患者对其健康状况或与治疗相关的功能或感觉。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 PRO）：为任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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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治疗感受的评估结局。 

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

PFDD）:指一套系统的方法，在药物全生命周期中，该法有

助于确保患者的体验、观点、需求和优先顺序能够被获取并

有效地融入到药物的研发和评估中。 

回忆期限 (Recall Period)：患者在应答当时距所要回答的 

PRO 条目或问题的时间。回忆可以是瞬间的（实时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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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的追溯。回忆期不宜太长，如一般不超过一周。 

检测变化的能力(Ability to Detect Change）：测量工具检测

PRO测量得分随测量条件（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不同干预、

不同人群等）变化而呈现差异的能力。 

结构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又称构建效度，指由观测数

据所呈现的PRO量表的条目、维度和所要表达的概念之间的

结构关系是否与量表研发的理论构想相符。 

Cronbach’s α系数：用于评价量表内在一致性的信度指标。 

量表的概念性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 Scale)：基

于既往研究（文献）、专家知识和经验以及必要的调研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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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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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其所属维度的内涵和重要程度（例如，每个条目等权时，

维度下的条目数量就体现了维度的重要性）。 

内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基于专家知识的定性研究，验

证量表是否能够测定其所希望测定的内容。 

生存质量 (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命质量，生活质量，

用于评估生活各个方面所体现的整体健康状况。 

条目 (Item)：某一问题、陈述或任务（以及标准化的应答选

项），被用于患者对特定概念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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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 (Adaptation)：基于种族间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考虑对量

表进行的任何更改。调适不会改变PRO量表的结构，但会调

整小部分内容以适用于另一种模式、语言或人群。调适研究

是为了验证PRO量表在新环境或新语言下的度量性能。 

维度 (Domains/Dimensions/Factors)：构成量表的第一级结

构（二级结构量表）或第一和第二级结构（三级结构量表），

用于表达组成量表的某一方面内容（概念）。一个维度由一个

或多个条目构成。 

效度 (Validity)：指测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想要测量的内

容，用于评价PRO量表的有效性。 

信度 (Reliability)：指在相似条件下所获得的测量结果的一

致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评价PRO量表的可靠性。 

症状 (Symptom)：只能由患者察觉和感知的疾病、健康状况

或治疗效果的任何主观证据。 

治疗获益 (Treatment Benefit)：治疗对患者生存、感觉或功

能的影响。治疗获益可以通过有效性或安全优势来证明。例

如，治疗效果可通过症状进展方面的改善或延缓来测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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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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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最小临床意义差别 (Minimum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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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D)：通常用于界定临床意义的阈值，例如，使用10分制

视觉模拟疼痛量表（VAS）测量疼痛程度时，干预前后平均

分值下降多少才有临床意义，或较基线平均下降分值两组的

差值大于多少才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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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中英文词汇对照 

中文 英文 

标准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 

测量工具 Instrument 

测试者内信度 Intra-rater Reliability 

重测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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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报告结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 

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 
Patient-focused Drug Development 

(PFDD) 

回忆期限 Recall Period 

量表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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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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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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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度 Validity 

信度 Reliability 

应答负担 Respondent Burden 

组内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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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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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776.jhtml                        时间: 2022-01-05 

 

我委拟修订冰醋酸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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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冰醋酸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2年 01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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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红色；煮沸，即生成红棕色的沉淀；再加盐酸，即溶解成黄色溶液。 

  （2）取本品少许，加硫酸与少量的乙醇，加热，即发生乙酸乙酯的香气。 

  【检查】氯化物  取本品 10ml，加水 2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

液 4.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004%）。 

  硫酸盐  取本品20ml，加1%无水碳酸钠溶液1ml，置水浴上蒸干，依法检查（通则0802），

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1.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005%）。 

  甲酸与易氧化物  取本品 5ml，加水 10ml 稀释后，分取 5ml，加重铬酸钾滴定液

（0.01667mol/L）2.5ml 与硫酸 6ml，放置 1 分钟，再加水 20ml，冷却至 15℃，加碘化钾试

液 1ml，应显深黄色或棕色。 

  乙醛  取本品 1.8ml，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取 2.5ml，

置顶空瓶中，加 3.2mol/L 氢氧化钠溶液 2.5ml，立即密封，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乙

醛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1.6mol/L 醋酸钠溶液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0.01mg

的溶液，精密量取 5ml，置顶空瓶中，密封，作为对照品溶液。照残留溶剂测定法（通则

0861 第二法）测定，以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柱；柱温 35℃，

维持 5 分钟，以每分钟 30℃的速率升温至 120℃，维持 2 分钟；进样口温度 200℃；检测器

温度 250℃；顶空平衡温度为 80℃，平衡时间为 30 分钟。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分别

顶空进样，记录色谱图，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含乙醛不得过 0.01%。 

  高锰酸钾还原物质  取本品 2ml，加水 10ml 与高锰酸钾滴定液（0.02mol/L）0.10ml，

摇匀，放置 30 分钟，粉红色不得完全消失。 

  不挥发物  取本品 20ml，置 105℃恒重的蒸发皿中，在水浴上蒸干并在 105℃干燥至恒

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1mg。 

  水分  取本品，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0.20%。 

  铁盐  取本品 2.0ml，置水浴上蒸干，加水 15ml，微温溶解后，加水适量使成 25ml，

依法检查（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005%）。 

  重金属  取本品 10ml，置水浴上蒸干，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 与水 15ml，微温

溶解后，加水适量使成 25ml，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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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含量测定】取本品约 2ml，置贮有新沸冷水约 20ml 并已精密称定重量的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20ml 与酚酞指示液 3 滴，用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滴定。

每 1ml 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相当于 60.05mg 的 C2H4O2。 

  【类别】药用辅料，pH 调节剂和溶剂。 

  【贮藏】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18874265302 

积极参与单位：成都华邑药用辅料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冰醋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本品收载于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二/四部（ChP）、欧洲药典 10.0 版/英国药典 2021 版

（EP/BP）、美国药典 43 版（USP）、日本药局方 18 版（JP）、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676-2007 中。此次根据药用辅料的特点，参考 EP、USP 和 JP，对 ChP 药用辅料标准

进行修订。在 ChP 2020 年版四部标准的基础上删除了水分，修订了氯化物、硫酸盐、铁盐、

含量测定。 

一、 删除水分检查项 

本项目 USP43、EP10.0/BP2021、JP18 与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二部均未收载，基于本品

的用途，删除水分检查项。 

二、 修订检查项 

1、修订氯化物检查项 

根据中国药典体例，将氯化物检查项中“取本品 10ml，加水 20ml。……不得更深

（0.0004%）”，修订为“取本品 10ml，加水 20ml，……不得更浓（0.0004%）”。 

2、修订硫酸盐检查项 

根据中国药典体例，将硫酸盐检查项中“取本品 20ml，……不得更深（0.0005%）”修

订为“取本品 20ml，……不得更浓（0.0005%）”。 

3、修订铁盐检查项 

将本品取样量由“2ml”修订为“2.0ml”，与标准铁溶液取用量精度保持一致。 

三、 修订含量测定项 

    由于冰醋酸易挥发，为保证取样的准确性，参照国外药典及《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

部浓氨溶液与盐酸质量标准，对取样及称量方式进行修订，将“取本品约 2ml，置具塞锥形

瓶中，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40ml 与酚酞指示液 3 滴……”修订为“取本品约 2ml，置贮

有新沸冷水约 20ml 并已精密称定重量的具塞锥形瓶中，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20ml 与酚

酞指示液 3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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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21 年第 65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d62a1be479a74bbc6e649e6e05d6f14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5 日 

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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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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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 月 27日 

 

 

 

 

附件：克罗恩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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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d62a1be479a74bbc6e649e6e05d6f14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06485b4cbb2fe8e45d5307fcaf43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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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治疗药

物的研发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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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作为推荐性建议。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应同时参考药物临床

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

和其他境内外已发布的相关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不具有

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

关内容将不断完善与更新。 

二、概述 

本指导原则主要讨论 CD 治疗药物研发中临床试验设计的

重点关注内容。关于临床试验设计或统计学分析的一般性问题可

参考相关指导原则。 

（一）适应症特点 

CD 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

病，最常发生于青年期，男性略多于女性。临床表现呈多样化，

包括消化道表现、全身性表现、肠外表现和并发症。消化道表现

主要有腹泻和腹痛，可有血便。全身性表现主要有体重减轻、发

热、食欲不振、疲劳、贫血等。青少年患者可见生长发育迟缓。

可有皮肤、黏膜、关节、眼、肝胆等肠外表现。并发症常见的有

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和肠梗阻、肛周病变( 肛周脓肿、肛

周瘘管、皮赘、肛裂等)，较少见的有消化道大出血、肠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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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长者可发生癌变。 

我国缺少确切的 CD 发病率数据，基于区域性的流行病学调

查提示我国的 CD 发病率为 0.07-1.31/10 万，同时存在南方高北

方低和东部高西部低的特点。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发病率仍然较

低，然而与 20 年前相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二）临床治疗现状及需求 

CD 的治疗目标在于诱导并维持缓解以及黏膜愈合，防治并

发症，改善生命质量。 

主要根据疾病活动严重程度、累及部位以及治疗反应等选择

治疗方案。 

传统治疗药物主要包括氨基水杨酸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

抑制剂等。对于传统治疗无效、不能耐受以及糖皮质激素依赖的

中重度活动性 CD 患者，可选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

剂。对传统治疗或 TNFα拮抗剂应答不足、失应答或无法耐受

的中重度活动性 CD 患者，可选择α4β7 整合素拮抗剂或白介

素-12/白介素-23 拮抗剂。 

三、总体考虑 

药物研发临床试验的设计基于临床试验目的而定。 

（一）受试者 

活动性 CD：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及入组前 3 个月内的内镜

检查结果，提供活动性黏膜炎症的证据。对内镜检查结果的评价，

应建立并严格遵循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推荐采

用中心阅片。 

如果目标人群是经过特定单药或多药联合等充分治疗后仍

被确定存在活动性炎症的患者，应预先明确“充分治疗”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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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在入组时应全面评估患者诊断、用药

依从性和治疗充分性。 

如果目标人群是对某种治疗不耐受的患者，应预先明确“不

耐受”的定义，包括导致患者无法继续治疗的不良反应类型，如：

硫嘌呤类药物引起骨髓抑制。 

如果目标人群是对某种治疗依赖的患者，应预先明确“依赖”

的定义。对于糖皮质激素依赖的定义，参考最新版诊治指南。 

缓解期 CD： 

确切的定义取决于评价黏膜炎症和临床症状的工具。通常，

如果不存在或存在非常轻微的症状和体征，且内镜证实无肉眼可

见活动性炎症，可归类为缓解期。 

（二）疗效指标评价 

CD 治疗药物临床试验中，应单独评估临床症状和黏膜炎症

两个方面。 

对于临床症状的评价，推荐采用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 

Reported Outcome，PRO）量表，该量表应包括 CD 的重要症状，

如腹痛和稀便次数。目前可接受 CD 活动指数（Crohn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中患者报告结局（如：基于 CDAI 中每

日排便频率（Stool Frequency，SF）和腹痛（Abdominal Pain，

AP）项的“PRO2”），也可考虑使用 CDAI。鼓励申办者进一步

研发和验证 PRO 量表。临床症状评价指标包括症状缓解、症状

应答等。 

对于黏膜炎症的评价，目前主要采用内镜检查评估量表，如：

CD 内镜严重程度指数（CD Endoscopic Index of Severity，CDEIS）

或 CD 简化内镜评分(Simple Endoscopic Score for CD，SE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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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炎症评价指标包括内镜缓解、内镜应答等。为减少偏倚，推

荐采用中心阅片，应由两名及以上经过培训的消化内镜专家进行

盲态下评价，图像存储备查。 

其他有效性评价还包括影像学、组织学、炎症生物标志物、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价等。 

CD 的最终治疗目标包括预防疾病对患者生命质量（健康相

关生命质量等）、中期并发症（肠道损伤、CD 相关手术和住院

等）和长期并发症（胃肠和肠外异型增生或恶性肿瘤、死亡）的

影响，因此，在整体研发计划中，还需要考虑评价药物对相关终

点指标的影响。 

（三）其他考虑 

既接受传统的临床研发设计，也接受适应性设计等新颖设

计。如采用新颖设计，建议与药品监管部门事先沟通。 

在多区域临床试验中，应关注临床药理和临床实践方面存在

的差异可能对种族敏感性的影响。建议在早期阶段加入全球研

发，以保证受试者能够充分代表中国人群。 

应确定估计目标，以反映试验旨在解决的科学问题。试验计

划、设计、实施、分析和解释必须与估计目标相一致，参见 ICH 

E9（R1）。主要估计目标应反映内镜和症状缓解实现（诱导缓解）

或维持（维持缓解）的治疗效应。在估计目标的定义中，需要考

虑伴发事件的影响，伴发事件包括停止治疗（因对试验药物不耐

受、缺乏疗效或疾病进展等）和其他治疗的变化（如：采用补救

治疗、改变基础治疗、糖皮质激素未能按照规定方案减量或使用

禁用药物等）。 

处理伴发事件“停止治疗”的最合适策略取决于治疗目的。

若治疗目的是在短期内诱导缓解，则主要关注对内镜和症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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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的治疗效应，此时建议采用疗法策略。若治疗目的是维持缓解或

证明长期治疗的效果，则建议采用复合变量策略，将停止治疗的

受试者定义为治疗失败，因为 CD 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 

若采用了补救治疗，尤其是糖皮质激素（不论试验方案是否

预先规定），应视为治疗失败，建议采用复合变量策略。将逐渐

减量的糖皮质激素作为基础治疗时，若未能按照方案规定逐渐减

量，则应视为补救治疗的一种特殊情况。 

四、临床药理学研究 

通常，临床药理学研究包括人体耐受性试验、药代动力学

（pharmacokinetics，PK）、药效学（pharmacodynamics，PD）和

PK/PD 试验等。 

根据药物特点（如：局部用药、蛋白质和单克隆抗体等），

参考相关指导原则，充分研究药物的 PK特征，关注特殊人群（如：

肝肾功能损害、老年人、儿童等），为后续临床试验中合理的给

药方案及剂量调整等提供支持。 

早期研发阶段应针对药物处置过程关键环节，如：关键代谢

酶或转运体的底物、诱导剂或抑制剂等，参考相关指导原则开展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基于群体 PK 分析也有助于描述已知或新确

定相互作用的临床影响，并提供剂量调整的建议。CD 患者可能

合并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应关注这些常见合并用药

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影响。 

五、探索性临床试验 

建议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 

可基于前期 PK/PD 评估结果设置多个剂量组，充分评价药

物的量效关系，为后续给药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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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取决于药物的作用机制、安全性和对于所选疗效指

标的预期作用，一般不应短于 4～8 周。 

疗效指标可参考确证性临床试验部分。 

六、确证性临床试验 

（一）总体设计 

随机、双盲、安慰剂或阳性对照设计。随机分组时可以考虑

采用分层随机化的方法，如：考虑既往治疗等因素。可以分别开

展诱导研究和维持研究。 

也可以在一项研究中同时评价诱导治疗和维持治疗的有效

性，如采用持续治疗设计，或随机撤药设计。 

持续治疗设计是指在诱导研究基础上继续进行维持研究，保

持设盲和随机继续进行维持缓解研究。如果采用持续治疗设计，

对于无应答的受试者，应慎重评估继续治疗的获益和风险，设置

合理的退出机制，以保证受试者利益。 

随机撤药设计是指将诱导研究中达到应答或缓解的受试者

再次随机分配至对照组或试验组，这种策略通常需要招募更多受

试者，因为研究必须具有进行最终评估的充分把握度。 

（二）对照组 

对照的选择应有充分依据，并符合伦理。对于活动性 CD 治

疗的一线适应症，需要与标准一线治疗进行直接比较。对于二线

适应症（在标准一线治疗失败或不耐受之后），可选择安慰剂或

阳性对照。 

在采用阳性对照时，应考虑该阳性药对于目标适应症是否具

有充分的临床有效性证据。阳性对照研究的目的既可以是证明研

究药物与阳性药相比的优效性，也可以是证明其非劣效性。非劣

效界值应遵循相关指导原则预先确定。不同临床试验入选人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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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严重程度以及评价有效的终点指标可能不同，在确定非劣效界

值时需要关注。 

（三）受试者 

根据适应症定位制定具体的入排标准，尽可能接近预期的目

标治疗人群。关注临床类型、疾病活动性的严重程度、肠外表现

和并发症、既往治疗的疗效等。 

入组活动性疾病治疗试验的受试者应该具有活动性疾病的

证据。目前，基于体征和症状的入选标准可接受采用 CDAI（如：

至少 220），或者基于 CDAI 的“PRO2”（如：至少 14 分）或“PRO3”

（如：至少 22 分）。同时规定黏膜炎症的最低水平，如：SES-CD

≥6（或孤立性回肠疾病的 SES-CD≥4），或 CDEIS＞8。应排除

溃疡性结肠炎、肠结核、其他慢性肠道感染性疾病、肠道恶性肿

瘤等。 

如果目标人群同时包括既往传统治疗失败和生物制剂治疗

失败的中重度活动性 CD，建议预先规定不同人群在总人群中所

占比例。 

（四）给药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 

给药方案应有前期临床试验数据等科学支持，基于量效关系

和整体获益风险评估合理选择。 

为证明诱导缓解治疗的有效性，研究的持续时间通常为 8～

12 周，但取决于试验药物的作用机制、预期作用程度和时间过

程。 

为证明有效性的维持，研究总持续时间（包括诱导阶段）应

至少为 12 个月。 

（五）基础治疗 

对于入组时正在接受 CD 治疗的受试者，一般允许在试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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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基础治疗的方式继续使用这些治疗，并维持稳定剂量（糖皮

质激素除外）。对于入组时正在使用糖皮质激素的受试者，在试

验的早期阶段应持续使用固定剂量的糖皮质激素，之后按照规定

方案逐渐减量。 

应预先规定入组前基础治疗的剂量和持续时间，以确保受试

者在随机分组前接受了充分治疗。对于硫嘌呤类药物，需要接受

稳定剂量至少 3 个月。 

如果不允许使用基础治疗，应根据药物的 PK 和 PD 特点等，

规定足够的洗脱期。 

（六）补救治疗 

针对可能发生的疾病恶化风险，在方案中事先规定补救治疗

标准和补救治疗药物，以确保临床试验受试者安全。 

（七）疗效指标 

1.主要疗效指标 

推荐以下共同主要终点：达到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和达

到内镜缓解的受试者比例。也可接受将达到内镜应答的受试者比

例作为共同主要终点之一。在共同主要终点分析中症状缓解和内

镜缓解或内镜应答均应达到统计学意义。 

可以接受以下症状缓解定义：PRO2＜8；或 SF≤3 且 AP≤1，

且 SF 和 AP 均较基线无恶化；或 CDAI＜150。 

推荐以下内镜缓解定义：SES-CD≤2；或 SES-CD≤4 且较

基线降低至少 2 且无单项评分＞1；或 CDEIS≤2。推荐以下内

镜应答定义：SES-CD 较基线降低＞50%；或 CDEIS 较基线降低

＞50%。 

在一项研究中同时评价诱导缓解治疗和维持缓解治疗的有

效性时，通常希望将两个时间点的分析都作为主要分析。由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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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缓解所需时间通常长于症状缓解所需时间，因此评估内镜终点

的时间点可能与临床症状终点的时间点不同。可以接受将内镜应

答作为诱导阶段主要分析的一部分，推荐将内镜缓解纳入研究结

束时的主要分析，具体取决于预期作用起效速度。 

举例 1：一项在中重度活动性 CD 受试者中评估某药物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 期临床试验，采用

随机撤药设计，包括 12 周诱导阶段和 40 周维持阶段。受试者随

机分配接受试验药或安慰剂治疗 12 周，第 12 周达到临床应答的

受试者将被重新随机分配，接受试验药或安慰剂治疗 40 周。诱

导阶段共同主要终点是第 12 周达到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和

第 12 周达到内镜应答的受试者比例。维持阶段共同主要终点是

第 52 周达到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和第 52 周达到内镜缓解的

受试者比例。 

举例 2：一项在中重度活动性 CD 受试者中评估某药物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和阳性对照、III 期临床试验，

采用持续治疗设计。受试者随机分配接受试验药、安慰剂或阳性

对照药治疗 52 周。共同主要终点是第 52 周达到症状缓解的受试

者比例，和第 52 周达到内镜缓解的受试者比例。共同关键次要

终点是第 12 周达到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和第 12 周达到内镜

应答的受试者比例。 

如果选择其他主要终点，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事先与药

品监管部门进行沟通。 

2.次要疗效指标 

根据药物特点及试验设计选择次要疗效指标。 

推荐（但不限于）： 

• 同时达到内镜缓解和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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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达到内镜应答和症状缓解的受试者比例。 

• 达到症状应答的受试者比例。 

• 达到内镜应答的受试者比例。 

• 对于在基线时正在使用糖皮质激素的受试者，达到撤离激

素的缓解的受试者比例。通常定义为在特定时间点达到缓解，且

在此前一定时间窗内无激素暴露（如：第 52 周达到缓解，且在

第 40 到第 52 周期间未使用激素）。 

• 在维持治疗开始至结束时持续处于缓解的受试者比例。 

• 临床症状和内镜检查的单项评分。 

• 达到缓解或应答的时间（仅症状评分和生物标志物）。 

• 达到透壁愈合（基于影像学评价）的受试者比例。 

• 达到组织学愈合的受试者比例。 

• 炎症生物标志物评价，如：粪便钙卫蛋白正常的受试者比

例、C 反应蛋白正常的受试者比例等。 

•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价，使用经验证的生命质量评估量表，

如：炎症性肠病调问卷（IBDQ）相对基线的变化等。 

• CD 相关外科手术或住院的受试者比例。 

• 对于基线合并瘘管的受试者，实现并保持瘘管闭合且未出

现新的瘘管或脓肿的受试者比例（基于 MRI 评价）。 

（八）统计分析考虑 

统计分析（包括缺失数据的处理）应与既定的估计目标对应，

且必须在研究方案中预先定义并阐明其合理性。 

收集与既定估计目标相关的必要数据至关重要。对于主要估

计目标，若采用复合变量策略，将特定伴发事件定义为治疗失败，

分析时无需纳入伴发事件之后的临床结局变量数据。但这些数据

可能会被用于估计反映其他科学问题的估计目标，例如：采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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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型变量的临床症状指标来估计治疗效应时，可使用疗法策略来

反映额外药物的使用情况。 

区分伴发事件和缺失数据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一年内进行

多达 3 次内镜检查的试验，拒绝接受反复内镜检查可能会导致数

据缺失，但其并非是伴发事件，且根据估计目标，需要在统计分

析中处理这些受试者的缺失数据。 

在一项研究中同时评价诱导缓解和维持缓解的有效性时，将

两者作为共同主要终点，不涉及多重性问题。若在一项研究中评

价诱导缓解或维持缓解的有效性时，则可能会产生多重性问题，

应制定相应多重性调整策略。 

七、安全性评价 

原则上遵循安全性评价的共性标准。 

CD 通常需要长期治疗，因此需要有足够的暴露量和暴露时

间进行安全性观察，参考 ICH E1。建议在长期试验中设立独立

数据监查委员会。 

CD 临床试验中应特别关注以下安全性评价内容： 

1. CD 治疗药物通常具有免疫调节剂的作用，应特别关注发

生严重感染、自身免疫疾病和肿瘤等的可能性。 

2. 对于生物制剂，关注治疗期间是否产生抗体，以及抗体

是否影响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合并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增加机

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等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并降低检测免疫原

性的能力，在评价安全性时需要特别关注合并用药情况。 

八、儿童克罗恩病临床试验 

在儿童患者中，CD 的总体疾病病理、进展和治疗目标与成

人相似。然而，儿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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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特点是病程更复杂，炎症反应可能更高，对糖皮质激素和

免疫抑制剂治疗需求也更高。与成人 IBD 相比，儿童 IBD 的癌

变风险更高、疾病持续时间更长、疾病严重或扩展程度更为严重。

此外，儿童 CD 患者生长发育迟缓和骨量减少的风险增加。 

1.总体考虑 

临床研发项目应尽量纳入 2 岁及以上的儿科受试者，除非存

在明显安全性隐患（如：幼龄动物或成人发生重大不良事件，或

其他免疫缺陷），提示需要排除某些年龄组，或有证据表明某些

年龄组不太可能获益。 

当有足够的数据支持研究药物对儿科 CD 患者的安全性和

预期获益后，应尽早开展儿科研究。 

所有入组的儿科受试者都应具备明确的 CD 诊断，并经内镜

检查结果确认活动性炎症。6 岁以下儿童的疾病表型可能不同于

青少年或成人，需进行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基因检测，并根据检

测结果入选或排除这些患者。 

2.临床药理学和剂量探索研究 

在选择各年龄或体重组的起始剂量和最终剂量时，应考虑成

人和/或儿童中所有 PK、PD 或其他数据。可在所有数据的基础

上应用群体 PK 建模，因为这种方法可进行广泛的协变量分析，

量化体重、年龄和其他协变量的影响。在此之前，需要获得所有

年龄组的 PK 数据。若研究目的为达到某个相同的暴露量（如：

成人暴露量），则可采用这些协变量分析的结果，以确定是否需

要在不同年龄组采用不同剂量。 

3. 有效性研究 

儿童 CD 的治疗目标为诱导并维持临床缓解及黏膜愈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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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长发育，改善患儿生命质量。 

推荐的主要有效性指标与成人相似，包括内镜和症状两个方

面。对于临床症状的评价，在获得经验证的 PRO 量表之前，可

暂时沿用儿童克罗恩病活动指数（PCDAI）。对于黏膜炎症的评

价，目前主要采用成人的内镜检查评估量表及定义。 

次要有效性指标可参考成人，但需包括：生长参数（包括身

高和体重）和营养状况改善、肠外表现方面的疗效等。有关性成

熟的观察将取决于受试者入组时的年龄。 

4.安全性研究 

评估对生长的影响时，建议观察期为 2 年。长期安全性评估

需要在更长时间内收集更多患者数据，数据收集可能会持续至成

年期，可在开放性扩展研究和上市后观察性研究中评估。 

如果担忧药物对免疫系统有影响，且通过临床前研究或成人

临床试验无法解决，应开展相应的儿童临床试验（如：对免疫系

统、疫苗接种的影响等）。 

5.数据外推 

基于成人和儿童在整体疾病病理和进展以及治疗目标等方

面的某些相似性，可参考相关指导原则，通过数据外推，对儿童

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价。如果考虑采用数据外推策略，

建议与药品监管部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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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

通告（2021 年第 64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f21fc720672cf26ad0efbe0207fdced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5 日 

    为促进新药早期临床研发，引导药品研发企业合理规范地开展食物影响研究，进一步指导新药研发过程

中食物影响研究的实施和评价，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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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告。 

 附件：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27日 

附件：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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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发过程中食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 概述 

食物影响（Food effect, FE）研究是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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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药物与食物同服可能影响药物的吸收

和系统暴露，引起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发生改变。因此，

评估食物对药物生物利用度的影响，对于保障临床用药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确定与食物相关的最佳用药方案来说非常重

要。 

由于饮食状况会随着食物数量和种类的不同而变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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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当无法研发此类制剂时，可通过开展良好和规范的 FE

研究，探究药物是否能与食物同服、以及何时/如何与食物同

服。 

通过 FE 研究可获得以下信息：（1）食物是否影响药物

的系统暴露，其影响程度如何；（2）食物是否改变药物系

统暴露的变异程度；（3）某些情况下，膳食中营养成分构

成或热量的不同（如高脂餐/低脂餐），是否会导致食物对药

物影响的程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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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口服给药的药物制剂，旨在为 FE 研

究的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数据分析以及药品说明书撰写提

供建议和参考。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机构现阶段的观点和认识，

随着新技术和新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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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考虑 

对于新化学实体（NCEs, new chemical entities）的口服

制剂，一般均需要开展 FE 研究。对于其他情形，例如改良

型新药调释制剂或新的复方制剂等，需考虑进行 FE 研究。 

（一）开展食物影响研究的时机 

建议在临床研发过程中尽早评估食物影响。早期临床研

发过程中初步评估食物对试验制剂体内暴露的影响程度，将

有利于进一步选择处方，并为后续临床研究确定给药方案提

供依据。 

通常应在确证性临床研究前开展 FE 研究，明确食物影

响的程度、确定服药与进餐之间的间隔，避免食物作为混杂

因素影响对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的评价，从而优化

确证性临床研究的给药方案以及完善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 

（二）食物影响研究的一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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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FE 研究表明食物（如高脂餐）对药物的系统暴露有

显著影响，则可能需要额外评估不同类型的食物（如低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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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药物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受到食物的不利影响，必须

空腹服用时，则需要确定服药与进餐之间的实际间隔（例如，

餐前 1 小时或餐后 2 小时），以便患者实际用药过程中遵照

药品说明书中推荐的服药方法。 

3.对于口服给药的调释制剂，通常需要开展 FE 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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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非预期释放的可能性，降低受试者的安全性风险。  

4.对于固定组成的复方制剂，食物对其中各活性成分的

影响，可能不同于单独使用每种活性成分时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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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5.在临床研发过程中药物制剂可能发生变更（例如对处

方进行优化，或开发新的剂型），当 FE 研究使用的试验制

剂与确证性临床研究中使用的制剂不同时，需评估食物影响

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必要时对变更后的制剂进行额外的 FE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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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本章节旨在为 FE 研究推荐研究设计的总体考虑。若考

察不同膳食类型或进餐间隔，也可采用其他试验设计，但在

临床方案中应论证其试验设计及统计方法的科学合理性。 

（一）试验设计 

推荐采用随机、单次给药、两周期、双交叉试验设计。

受试者在一个试验周期空腹服药，另一试验周期食用试验餐

后服药。两周期之间需要间隔足够的清洗期（至少为试验药

物的 5 个消除半衰期）。 

对于消除半衰期较长的药物，也可采用单次给药、平行

试验设计。空腹组和进餐组的受试者应具有相似的人口统计

学特征。 

某些特殊情况下，在健康受试者或患者中无法进行单次

给药研究，可根据用药风险评估情况，考察多次给药后稳态

条件下的食物影响。 

如果无法开展常规密集采样的 FE 研究，可考虑开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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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研究过程中尽可能收集进餐时间、食物种类和数量

的准确信息，优化采样时间以表征药物的吸收过程。若采用

群体药代动力学方法，可参考《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并在研究设计阶段征求监管机构的意见。 

（二）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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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变异性影响研究的样本量，建议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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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通常在 FE 研究的每个膳食类型组别中至少纳入 12 例受

试者。 

（三）膳食类型 

FE 研究中主要膳食类型的定义见表 1： 

表 1 膳食类型的定义 

膳食类

型  
总热量（kcal）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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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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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的变化。建议在 FE 研究中使用的高脂膳食预期能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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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利用度。 

某些药物在高脂餐条件下服用可能导致不能接受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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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高患者依从性、减轻胃肠道局部刺激，此时药物与低脂

餐同服患者更易于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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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研究报告中建议提供膳食类型、食物组成、热量和含

量明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高脂餐和低脂餐的

举例见附录 1 和附录 2。 

（四）受试者 

通常选择健康成年受试者开展食物影响研究。若出于安

全性考虑不能纳入健康受试者，或由于目标适应症患者的疾

病状况导致其食物影响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存在差异，可选择

患者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需考虑给药频次、患者人口统

计学特征和疾病状况等因素。 

建议纳入男性和女性受试者，除非适应症是针对单一性

别患者（如口服避孕药），或出于安全性考虑而排除一种性

别的患者（如药物具有致畸性，应排除育龄妇女）。如果受

试者不能避免使用可能影响 FE 研究结果的伴随用药（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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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药、可增加/减少试验药物代谢和排泄的药物），需将其排

除。 

（五）剂量选择 

为确保受试者安全，需考虑食物对药物暴露的影响以及

任何潜在的重大安全性影响，谨慎选择给药剂量。 

建议在拟定的临床治疗剂量范围内选取剂量用于 FE 研

究。若试验制剂在临床治疗剂量范围内呈线性药代动力学特

征，则应使用临床推荐的最高剂量，除非出于安全性考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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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剂量。当受试者接受临床治疗剂量存在安全性风险时，

若治疗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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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高剂量和最低剂量分别进行 FE 研究。如果拟评价试验

制剂的不同规格在处方上存在明显差异，建议考虑探索临床

治疗剂量范围内其他规格制剂的食物影响情况。 

（六）给药方法 

1. 空腹状态 

研究给药前夜至少空腹 10 小时后，以 240 毫升水送服

试验药物。服药前 1 小时至服药后 1 小时内禁止饮水。服药

后 4 小时内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受试

者在同一时间接受标准化饮食。 

2. 进餐状态 

研究给药前夜至少空腹 10 小时后，受试者于研究当日

给药前 30 分钟时开始食用推荐的餐食，并在 30 分钟内用餐

完毕，在开始进餐后 30分钟时用 240毫升水送服试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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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 

3. 限定进餐间隔的特定状态 

当食物能够显著改变药物的系统暴露而需要空腹服药

时，常规空腹过夜的研究条件可能不便于患者实际用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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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为提供食物-药物相互作用的用药说明（例如，在给药

前 X 小时或给药后 Y 小时不允许摄入任何食物），可能需要

考虑在给药与进餐间隔适当的条件下开展 FE 研究，根据获

得的药代动力学数据，支持说明书中推荐的用药方法。 

（七）生物样本采集 

空腹和进餐状态给药期间，按照预定时间点采集受试者

的生物基质（如血浆）样本，用于表征完整的血药浓度-时间

曲线（如每个给药周期每名受试者收集 12~18 个样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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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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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检测物质 

一般推荐测定原形药物。对于从原形药物直接代谢产生

的主要代谢产物，若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进入体循环以前，

且显著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则需要同时测定。如果

原形药物浓度过低，不足以获得生物样品中足够长时间的药

物浓度信息，可用代谢产物的相关数据进行评价。可参考《以

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药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指导原则确定检测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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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报告 

应报告每例受试者服药后检测成分的血药浓度测定结

果，给出算术坐标以及对数坐标下每例受试者的药时曲线、

不同饮食状态的平均药时曲线。 

汇报以下药代动力学参数：药物的总暴露量（AUC0-∞，

AUC0-t）、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滞后时间（tlag）、

终末相消除半衰期（t1/2）、表观清除率（CL/F）、表观分布

容积（V/F）。对于调释制剂等剂型，建议根据药物特征和

作用机制等选择截取时间段，提供部分暴露量参数（pAUC）。

提供每例受试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结果及汇总数据（算术均

值、几何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变异系数和范围）。 

建议以空腹组为参照，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进行数

据分析，将药物的暴露量参数（AUC0-∞、AUC0-t和 Cmax）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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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比及其 90%置信区间。若两试验组间 Tmax和 tlag存在差异，

建议阐明这种差异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 

若进餐组和空腹组 AUC0-∞（或 AUC0-t）、Cmax 的几何平

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均落在 80%~125%范围内，一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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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应关系提示有更合适的评价标准。 

当进餐组和空腹组 AUC0-∞（或 AUC0-t）和 Cmax 的几何

均值之比的 90%置信区间未完全落在 80%~125%范围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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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根据临床数据库中药物暴露-效应关系的已知信息解释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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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某些药物与食物同服时，若有证据显示其系统暴露的变

化对暴露-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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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药物可在空腹或餐后条件下服用。窄治疗指数药物生物利

用度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影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开发

过程中尤其需要考虑食物影响。 

五、 其他考虑 

（一）可与松软食物同服的药物 

对于说明书标明药品（如口服散剂、颗粒剂、缓释胶囊

等）可撒拌在松软食物（如苹果酱、布丁、蛋糕等）上进行

给药的情况，应进行额外的体内相对生物利用度研究。 

（二）说明书标明的特定溶剂 

某些口服制剂（如环孢素口服溶液）的说明书建议将该

制剂与特定溶剂混合后进行给药。当药物与不同溶剂混合时

可形成复合物，或由于其他物理、化学或生理因素，药物的

生物利用度可能发生变化，应针对列出的用药方法进行体内

相对生物利用度研究。 

（三）特殊人群 

1. 老年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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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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长而增加，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可能发生改变。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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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度的作用。因此，通常不建议在老年人群中进行单独的 FE

研究。 

2. 儿童用药 

研发儿童制剂时，通常可在成人中对该儿童制剂进行 FE

研究，然后将研究结果外推到儿童。此时，FE 研究可考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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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通常用于成人的拟上市剂型被用于儿童时，无需进行单

独的 FE 研究。如果儿童制剂与成人制剂非常相似（如低规

格片剂），且该儿童制剂已获得体外溶出数据支持，则可能

无需进行单独的 FE 研究。 

（四）说明书起草建议 

药品说明书通常包含食物对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

学（若已知）影响的基本信息，还可能涉及食物相关的用药

建议。关于说明书中食物影响信息的举例，可参阅附录 3。 

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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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 

附录 1 高脂餐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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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100 g，黄油 15 

g） 

• 两片培根（50 g） 

• 两片涂黄油的吐司（黄油 20 g，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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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30 g2） 

• 113 g 土豆泥 

• 240 ml 全脂牛奶 

*该高脂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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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这份高脂餐。 

 

 

附录 2 低脂餐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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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50 g 计） 

• 30 g 燕麦片或玉米片（可冲泡于含

1%脂肪的 240 ml 牛奶中） 

*该低脂餐有 25%的热量来源于脂肪。如果保持含量、体积和粘度不变，则可替

换这份低脂餐。 

 

 

附录 3 说明书示例 

案例 1 

用法用量 

药物 X 的推荐剂量为 500 mg，空腹口服，每日一次。给药前 1 小时及给

药后 2 小时不建议进餐（见药代动力学）。 

药代动力学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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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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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药物 X 的 Cmax增加 57%，AUC 增加 45%（见用法用量）。 

案例 2 

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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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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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卡路里，脂肪占比 50%）（见药代动力学）。 

药代动力学 

吸收 

食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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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药物 X 的 Cmax增加 74%，AUC 增加 87%（见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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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药物 X 的 Cmax增加 12%，AUC 增加 14%，该暴露量变化无显著临床

意义。 

案例 3 

用法用量 

药物 X 的推荐剂量为 800 mg，口服，每日两次，空腹或餐后服用（见药

代动力学）。 

药代动力学 

吸收 

食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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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药物 X 的中位达峰时间（Tmax）平均延迟 60 分钟，Cmax降低 15%，

AUC 保持不变。上述血药浓度降低无显著临床意义（见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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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撰写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8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77e34e30c7141b2770ddd6f80e80f9ff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6 日 

     为鼓励新药研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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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撰写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 月 27日 

 

附件：“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撰写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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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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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E：药物警戒计划》

（下文简称 E2E 指导原则）已在中国转化实施。E2E 指导原

则的主要着重点是：药品在提出上市许可申请时应提供给药

品监管机构的药物安全性概述和药物警戒计划。本指导原则

以 E2E 指导原则的要求和建议为基准，结合中国上市许可申

请的审评经验，对临床风险评价的考虑和关注重点进行全面

阐述，并提供一份撰写模板便于申请人理解。本指导原则所

涉及的“风险”，指药品上市后临床应用过程中确定或可能会

给患者带来的治疗风险，不涉及生产过程中质量可控性相关

风险。申请人基于药品上市前所开展的非临床研究以及人体

临床研究中获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数据，同时参考同类产品

的安全性信息，结合适应症人群的特点，明确药品的重要的

已识别风险、重要的潜在风险和重要的缺失信息，并对每项

“风险”和信息的缺失是否影响药品的“获益风险平衡/公共

卫生健康”进行评估。 

本指导原则对“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的撰写提供指导意

见，不涉及该文件的递交和更新要求。药审中心 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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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发布的《M4 模块一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中要求的“1.8.3

风险管理计划”包括药物警戒活动计划和风险控制措施。“临

床风险管理计划”中包含了上述内容，可以在需要递交“1.8.3

风险管理计划”时代替该文件或作为该文件的一部分。本指

导原则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建议申请人参照本指导

原则所附模板撰写在中国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的“临床

风险管理计划”。药品获批上市后，上市许可持有人（下文简

称“持有人”）应基于“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的内容，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或指导原则的要求，形成“药物警戒计划”和/或

“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应用本技术指导原则时，申请人应

遵守中国药品注册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参考 ICH 和中国药

品监管机构发布的其他相关技术指导原则。随着行业的发展

和监管体系的进步，指导原则将不断更新以满足新的药品监

管环境的要求。鼓励申请人与药品审评机构保持沟通，随着

相关事件工作的深入，持续完善本技术指导原则。 

二、一般考虑 

应根据药品特征与中国的医疗实践制定“临床风险管理

计划”，应充分考虑其中所提出的药物警戒活动计划及风险

控制措施在中国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临床风险管理计划”

中包含的数据应与申报资料中其他文件中的非临床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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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保持一致。 

“临床风险管理计划”应基于活性成分（如为中药，建

议与审评部门沟通）进行撰写，即：同一申请人生产的所有

具有相同活性成分的药品（即使适应症、给药方式、剂型和

给药途径等不同）的所有风险信息，可以纳入同一份“临床

风险管理计划”。若某药品在首个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尚未

获批时递交另一适应症的上市许可申请，可按适应症撰写新

的“临床风险管理计划”，之后视实际批准的适应症酌情合并

管理。若已上市药品再次递交上市许可申请，且需要同期提

供“临床风险管理计划”，应该按照本次上市许可申请时获得

的最新研究数据对前期提供的“临床风险管理计划”进行更

新，或撰写新的“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申请人可在上市许可

申请前沟通交流（即 pre NDA 沟通交流）中，与审评部门就

该药品“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药品获批上市后，持有人有责任将“临床风险管理计划”

中的风险信息与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并严格执行药物警戒

活动计划和风险控制措施，以确保药品的获益持续大于风险。

持有人在药品上市后形成“药物警戒计划”或“上市后风险

管理计划”等风险管理相关文件时，应充分参考上市申请获

批时经药品审评中心确认的“临床风险管理计划”，并保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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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的一致性和可衔接性。 

“临床风险管理计划”主体内容的阅读对象主要包括医

学人员、监管机构和企业的专业人员等，措辞应严谨、准确，

各章节详略得当互为支持，避免数据和文献的堆砌。“临床风

险管理计划”附件的阅读对象可能包括非医学背景人员，申

请人应该根据阅读对象选择适宜的措辞风格。 

三、撰写原则 

制定“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的目的是识别和描述药物重

要的已识别风险、重要的潜在风险和重要的缺失信息，进而

提出与风险相匹配的药物警戒活动和风险控制措施，以确保

药品上市后在适用人群的用药过程中保持获益大于风险。

“临床风险管理计划”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即安全性概述、

药物警戒活动以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安全性概述 

按照 E2E 指导原则，安全性概述（safety specification）

应当是“一个关于药物重要的已识别风险，重要的潜在风险，

和重要的缺失信息的摘要”。本指导原则不再对 E2E 指导原

则中已强调的撰写要素结构进行赘述。 

在对药品进行风险识别时，适应症的疾病特征和人群大

小会对风险是否影响风险获益平衡的结论产生重要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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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在“安全性概述”部分首先对目标适应症的流行病学

信息加以总结。“安全性概述”部分的主体内容是对重要风险

的分析和评价，无论针对的是何种适应症和目标人群，在确

定风险是否重要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①风险的医学严重

性，包括对个体患者的影响；②发生频率、可预测性、可预

防性和可逆性；③对公众健康的潜在影响（基于发生频率、

治疗人群的大小等综合判断），包括因治疗期间可能需要避

免使用某种/类预防产品带来的公共风险。实际操作过程中，

如果风险具有以下特征之一（但不排除其他可能），应考虑将

其列为重要风险：①风险发生时导致死亡、残疾、先天性异

常或出生缺陷等严重后果，或者因为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

社会/生活功能或生活质量（例如导致患者重度抑郁）；②需

要对高比例的患者进行临床干预（例如停药或接受输血等支

持治疗）以应对/治疗风险发生后产生的临床症状/体征异常；

③由于缺乏针对风险的预防或治疗手段，或与当前普遍应用

的预防/诊疗手段发生冲突，而给当前的临床实践带来重大挑

战。重要风险可能并不影响所有用药人群，而仅高发于具有

某些特征的用药者，申请人应对风险的危险因素、可预防性

及其对获益风险平衡的影响进行评估，并作为制定风险控制

措施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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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风险被区分为“已识别”和“潜在”两类。理论上，

“已识别”风险通常有以下两个特征：①在临床治疗过程中

确实观察到风险相关不良事件；②有充足证据表明风险与用

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下情形可作为“充足证据”的参考：

①在非临床和临床研究中都观察到的不良反应；②在设计良

好的临床试验或流行病学研究中观察到与对照治疗相比存

在差异的不良反应，或与对照治疗的“已识别风险”不良反

应发生率相似；③一定数量且记录完整的不良反应，其发生

与用药存在明确的时间关系和生物学合理性（如严重的过敏

反应）。如果某安全性问题被怀疑与药品相关但因果关系未

经证实，通常被归为“潜在”风险，例如：风险仅为理论推

导（基于作用机制或同类产品用药经验的判断），或在非临床

研究中发生但未在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相关事件，或者在临床

试验中观察到信号但因果关系尚不明确。需要指出的是，如

果非临床研究观察到与药物机制高度相关的重要安全性风

险且被判断与临床相关性极强，或相同机制药品已经明确为

“已识别风险”，新产品通过在临床试验中采取合理措施（例

如预防用药、排除高风险人群等，而非通过分子结构优化或

处方改良）成功避免或降低了相关风险，即使在当前药品的

人体用药经验中未观察到风险相关不良事件，基于以患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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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原则，应对是否需将该风险列为“已识别风险”进行

评估。申请人应该在各项风险下提供相应的机制分析、非临

床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相关数据，支持其分类判断。 

重要的缺失信息也是安全性概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对

药品某方面的安全性特征或某特定人群使用该药品的风险

获益信息存在缺失，且这些缺失的信息是临床所关注的，应

考虑将其列为“重要的缺失信息”。申请人应分析药品的人体

安全性数据库是否在某一人群中存在局限性，例如：儿童、

老年人、妊娠/哺乳期女性、肝/肾功能受损者、临床研究中因

特殊安全性原因排除的人群、具有相关遗传多态性的亚组人

群等。当数据不充分时，通常在说明书中将上述人群排除在

适用人群之外，或强调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尚不明确。药品

上市后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超适应症使用，例如境外已经获

批的适应症在境内尚未获批，某非适应症疾病在病因和/或临

床表现上与已获批适应症高度相似或相关，等。申请人应该

对药品上市后被超适应症使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如果药品

将不可避免地被超适应症用于某一人群且该人群的风险特

征与已获批人群存在差异，应该在临床风险管理计划中进行

陈述并分析是否对药品上市后安全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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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物警戒活动计划 

药物警戒活动计划（pharmacovigilance plan）包括常规药

物警戒和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所有药品在上市后必须执行

常规药物警戒活动。在常规药物警戒活动不能满足需求时需

要开展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当重要的已确认

风险中有影响对风险认知的不确定因素（例如高危人群、预

防/降低已识别风险的方法）时，或者需要针对某些重要的潜

在风险或重要的缺失信息进行系统性研究时。 

可能通过同一个药物警戒活动对不同的安全性风险进

行监测或分析研究，因此，建议以药物警戒活动类型为中心

撰写药物警戒活动计划中的相关内容，而不是以风险为中心

进行撰写。应简明扼要地说明计划中或正在进行的各项活动

拟解决的问题和计划表，已完成的活动则应叙述已解决的问

题和对风险分析以及后续计划产生的影响。所有与中国国家

药品监管机构协商后拟定的或申请人承诺的与已获批适应

症相关的上市后研究（包括有效性研究），均应被写入“临床

风险管理计划”，单纯以扩展适应症为目的的研究不在此列。

原则上，应将各项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的详细方案作为“临

床风险管理计划”的附件（持有人可在药品获批后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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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risk minimization measures）包括常规措

施和特殊措施，目的在于预防/降低重要风险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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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药品在销售、处方和使

用过程中必须配备的材料或环节实现风险控制的措施，应被

列为常规措施；国家针对特殊药物（如麻醉药品、血液制品、

精神疾病用药等）的处方和销售限制也属于常规措施。药品

说明书是最重要的常规风险控制工具；为了预防用药错误，

在包装上进行特殊的提醒，或者不同规格产品采用不同颜色

或外形的包装设计，也属于常规风险控制措施。 

当常规措施不足以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时，应提出

特殊风险控制措施。科学合理的特殊措施可以对药品的“获

益风险评估”产生积极的作用。特殊措施通常有医患教育材

料、用药指南、处方/流通渠道管理、用药登记、妊娠预防计

划等。在撰写特殊措施时应该以具体措施为中心，对各项措

施的名称、拟控制风险和目标、实施计划表和有效性评价计

划进行摘要。应将风险控制措施所涉及的工具和实施方案作

为“临床风险管理计划”的附件（可在产品获批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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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药品“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模板 

本指导原则附有一份药品“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模板供

行业参考，该模板由签名页、摘要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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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Efficacy/E2E/Step4/E2E_Guideline.pdf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EB/OL]. (2019-08-26)  [2021-06-04].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8/26a6b28dd83546d7

9d17f90c62e59461.shtml. 

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监局关于适用《E1：人

群暴露程度：评估非危及生命性疾病长期治疗药物的临床安

全性》等 15 个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指导原则的公

告（2019 年第 88 号）[EB/OL] .(2019-11-12) [2021-06-04]. 

http://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19111209410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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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ch.org/fileadmin/Public_Web_Site/ICH_Products/Guidelines/Efficacy/E2E/Step4/E2E_Guideline.pdf
https://www.ich.org/fileadmin/Public_Web_Site/ICH_Products/Guidelines/Efficacy/E2E/Step4/E2E_Guideline.pdf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8/26a6b28dd83546d79d17f90c62e59461.shtm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8/26a6b28dd83546d79d17f90c62e59461.shtml
http://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1911120941014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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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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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 (2021-05-

13)[2021-09-28].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1051315182717

9.html 

5、EMA. Guidance on the format of the risk management 

plan (RMP) in the EU-in integrated form[EB/OL]. (2018-11-30) 

[2021-06-04].  

http://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regulatory-procedural-

guideline/guidance-format-risk-management-plan-rmp-eu-

integrated-format-rev-201_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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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191112094101469.html
http://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regulatory-procedural-guideline/guidance-format-risk-management-plan-rmp-eu-integrated-format-rev-201_en.pdf
http://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regulatory-procedural-guideline/guidance-format-risk-management-plan-rmp-eu-integrated-format-rev-201_en.pdf
http://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regulatory-procedural-guideline/guidance-format-risk-management-plan-rmp-eu-integrated-format-rev-20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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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药品上市申请时递交的临床风险管理计划模板 

（斜体文字表示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撰写，括号中的

内容应删除。申请人可根据内部流程要求调整行政信息的呈

现方式。本模板中可能包含在递交上市许可申请时尚无法获

得的行政信息，申请人可暂不填写，在药品获批上市后根据

实际情况自行添加。） 

签名页 

 

版本 生效时间  

1.0 

XXXX年 XX

月 XX日 

 首次上市时获批版本 

2.0 

XXXX年 XX

月 XX日 

 主要修改内容和理由 

3.0 

XXXX年 XX

月 XX日 

 主要修改内容和理由 

企业名称：公司名称 

药物警戒负责人：姓名、职务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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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 

现行版生效时间：XXXX年 XX月 XX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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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正文部分内容较少，可省略此部分） 

药品信息 

通用名称（中/英文）  

商品名称（中/英文） 

（如适用） 
 

活性成分（中/英文） 

（如适用） 
 

中国首次批准上市时间  

中国获批适应症（是否附

条件批准） 
 

风险概述 

重要的已识别风险 风险 1： 

 风险 2： 

重要的潜在风险 风险 1： 

 风险 2： 

重要的缺失信息 人群 1： 

 人群 2 

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 
活动 1：简述活动内容、所针对的风险及

实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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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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简述活动内容、所针对的风险及

实施目的 

上市后有效性研究 研究 1：简述研究计划及实施目的 

 研究 2：简述研究计划及实施目的 

特殊风险控制措施 
措施 1：简述措施内容、所针对的风险及

实施目的 

 
措施 2：简述措施内容、所针对的风险及

实施目的 

（在正文前可根据需要插入最新版本较上一版本的修

订说明、总目录、表目录、图目录、英文缩略词列表等内容） 

1. 药品概述 

中国注册申请获批时间  

批准文号  

商品名称/品名（中/英

文） 
 

活性成分（中/英文）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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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症  

用量用法  

中国是否附条件批准  

活性成分全球首次获批

时间 
 

本次风险管理计划的数

据库锁定时间点 
 

备注  

（若药品有多个适应症，且各适应症下的药品信息不完

全相同，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列表。适应症、用量用

法等项目，应与说明书内容相同。） 

2. 安全性概述 

（安全性概述构成药物警戒活动计划和风险控制措施

的基础。在安全性概述中应该对药物的安全性特征进行说明，

包括药物重要的已识别风险、重要的潜在风险和缺失信息的

综述。如果申请人认为现有证据表明应该对安全性特征进行

重新分类、删减或增补，应在修订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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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已识别风

险 

 

 

重要的潜在风险  

 

重要的缺失信息  

当前版本新增或

新删除的风险/缺

失信息并简述依

据 

 

 

2.2 目标适应症流行病学 

（提供人群基本流行病学数据和特征、自然病程特

征、人群重要的合并疾病及合并用药，以及目前可及的治

疗手段等相关信息的摘要。应关注中国人群是否与其他国

家/区域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并作适当陈述和总结。） 

（递交新增适应症的上市申请时，应在已有内容的基

础上增加新适应症的流行病学信息摘要。若拟新增适应症

与已获批适应症的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淋巴瘤和类

风湿关节炎，建议申请人按适应症分述；若拟新增适应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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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获批适应症在疾病特征、诊疗手段等方面高度相似，

可以考虑合并撰写。） 

2.3 重要的已识别风险 

（该部分分述各项重要的已识别风险，每项风险单独

列表。下表中所列项如果与具体风险不相关可省略。） 

（风险名称）（应尽量使用国际医学用语辞典 

[MedDRA] 术语，建议使用 MedDRA首选术语 [PT] 或标准

MedDRA分析查询 [SMQ] 。申请人应该注明该风险名称的

定义来源。） 

认定

为重

要的

已识

别风

险的

原因 

风险机制：分析造成该风险的药物作用机制和

/或病理生理基础。 

非临床数据：提供与此风险相关的重要的非临

床安全性结果，应为高度概括的摘要。包括毒理

学、生殖／发育毒性、遗传毒性、致癌性研究结

果；药理学数据（如心血管系统的 QT间期延

长），并应讨论非临床安全性发现与临床的相关

性。 

临床： 

1、目标适应症发生相应风险的背景信息（不

使用本药品时）：提供相应风险发生的流行病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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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数据等相关信息的简单摘要。应关注中国人群

是否与其他国家/区域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并作适当

陈述和总结。如有同类已上市品种，应提供同类产

品相应风险的已公开发生率信息。 

2、临床数据：提供与此风险相关的重要的临

床安全性结果，应为高度概括的摘要。包括临床研

究的暴露情况和上市后估算的药物暴露数据，说明

安全性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可逆性。应重

点关注临床研究中或上市后用药经验中中国受试者

/患者是否与其他国家/区域受试者/患者之间存在

差异。 

3、识别和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合目标人群

的特点和临床数据进行识别和分析。 

可预防性：简述风险因素，是否可辨识出高危人群并

进行风险预测；风险发生时的早期征象和诊断方法；风险

发生时应采取的处理方法。 

对获益风险平衡/公共卫生健康的影响：（对将本风

险列为“重要的已识别风险”的结论性陈述）综合不良反应

的严重性、频率和级别评价该风险对获益风险/公共卫生

健康产生的影响。例如：可引起导致死亡、残疾、先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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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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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或出生缺陷的严重不良反应；可导致严重影响患者的

社会/生活功能或生活质量的后遗症；目前缺乏针对风险

的预防或治疗手段；超过某比例的患者因相关不良反应停

药，对长期有效性产生影响；等。 

2.4 重要的潜在风险 

（该部分分述各项重要的潜在风险，每项风险单独列

表。下表中所列项如果与具体风险不相关可省略。） 

（风险名称） 

（应尽量使用国际医学用语辞典 [MedDRA] 术语，建

议使用 MedDRA首选术语 [PT]或标准 MedDRA分析查询 

[SMQ] 。申请人应该注明该风险名称的定义来源。） 

认定为

重要的

潜在风

险的原

因 

风险机制：分析该潜在风险的药物作用机

制和/或病理生理基础。 

非临床数据（可以提供同类药品的非临床

数据作为依据）：提供与此风险相关的重要的非

临床安全性结果，应为高度概括的摘要。包括

毒理学、生殖／发育毒性、遗传毒性、致癌性

研究结果；药理学数据（如心血管系统的 QT间

期延长），并应讨论非临床安全性发现与临床的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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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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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可以提供同类药品的临床信息作为

依据）： 

1、目标适应症发生相应风险的背景信息：

提供相应风险发生的流行病学、背景数据等相

关信息的简要摘要。应关注中国人群是否与其

他国家/区域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并作适当陈述和

总结。如有同类已上市品种，应提供同类产品

相应风险的已公开发生率信息。 

2、临床数据：提供与此风险相关的重要的

临床安全性结果，应为高度概括的摘要。包括

临床研究的暴露情况和上市后估算的药物暴露

数据，说明安全性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频

率、可逆性。应重点关注临床研究中或上市后

用药经验中中国受试者/患者是否与其他国家/

区域受试者/患者之间存在差异。 

3、识别和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合目标人

群的特点和临床数据进行识别和分析。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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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防性：简述风险因素，是否可辨识出高危人群并

进行风险预测；风险发生时的早期征象和诊断方法；风险

发生时应采取的处理方法。 

对获益风险平衡/公共卫生健康的影响：（对将本风险

列为“重要的潜在风险”的结论性陈述）综合非临床、临床

研究结果和同类产品安全性信息，陈述本风险被判断为

“潜在”而非“已确认”风险的原因。结合潜在风险的严

重性评价该风险可能对获益风险平衡/公共卫生健康产生

的影响；或预估该风险在上市后被评价为“已确认风险”将

对获益风险平衡/公共卫生健康产生的影响 

2.5 重要的缺失信息 

（这一部分重点讨论在批准上市前尚未研究过的人

群，或现有临床信息有限的人群。应该明确讨论这些缺失

信息对预测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要考虑的人群应包

括但不限于下述人群。） 

儿童：通常定义为<18周岁人群，可再细分年龄段。说

明未研究原因或现有暴露数据，讨论信息的缺失对上市后

安全性的影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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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通常定义为≥60周岁人群，可再细分年龄

段。说明未研究原因或现有暴露数据，讨论信息的缺失对

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妊娠或哺乳妇女：说明未研究原因或现有暴露数据，

讨论信息的缺失对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存在相关合并症的患者（肝功能损害患者、肾功能损

害患者、心功能不全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临床研究

中排除的其他患者等）：说明未研究原因或现有暴露数

据，讨论信息的缺失对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有已知的和相关的基因多态性的亚组人群：如适用，

讨论信息的缺失对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不同民族和/或种族的病人：如适用，讨论信息的缺失

对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预测上市后存在超适应症使用的其他人群：如适用，

讨论信息的缺失对上市后安全性的影响。 

3. 药物警戒活动计划 

（以安全性概述为基础，制定与药物风险相匹配的药物

警戒活动计划。药物警戒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描述和量化风

险特征、确认或消除潜在风险、识别新的风险、收集缺失信

息领域的信息以及评估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药物警戒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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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常规药物警戒活动和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 

3.1 常规药物警戒活动 

常规药物警戒活动是所有药品必须进行的主要/最低限

度的药物警戒活动组合。申请人应遵从法规要求计划并实施

常规药物警戒活动，包括：建立收集、报告不良反应的系统

和程序；向监管部门报告药物不良反应；定期安全性更新报

告；持续性监测收集安全信号；更新说明书；以及药品监管

机构规定的其他要求。 

3.2 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 

（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是非常规药物警戒活动，可以是

非临床研究或以安全性为目的的临床试验和/或非干预性研

究等。只有在常规药物警戒活动不能满足需求时才需要开展

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申请人应该对每项额外的药物警戒活

动的目的和必要性进行说明。申请人可以在递交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前与监管机构提前沟通讨论，就是否需要采取额外的

药物警戒活动、应该采取哪些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以及后续

的评价和报告节点达成初步的一致意见。 

如不需要开展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则直接声明；如有额

外的药物警戒活动，则以活动类型而非风险为中心撰写以下

内容，语言应尽量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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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计划中/正在进行的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 

额外的药物

警戒活动名

称 

实施目的和必要性 

实 施 计

划 关 键

节点 

完 成 日

期 

监管机构要求的强制性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由监管机构在审评

过程中提出） 

  

  

  

申请人承诺/计划开展的其他上市后药物警戒活动 

  

  

  

3.2.2已完成/终止的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 

（当某项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已经完成或被提前终止，

则写入本部分。简要介绍已完成/终止活动的内容和结果，以

及该活动的结论对临床风险管理计划带来的影响。） 

额外的药物

警戒活动名

称 

完 成 /

终止时

间 

已解决问题 
对临床风险管理计

划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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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监管机构要求的强制性额外的药物警戒活动（由监管机构在审评

过程中提出） 

    

申请人承诺/计划开展的其他上市后药物警戒活动 

    

4. 上市后有效性研究计划 

（无论是否附条件批准，监管机构都可以对申请人提出

上市后有效性研究的要求，申请人也可以主动承诺开展上市

后有效性研究。这些计划中或正在进行的上市后有效性研究

应该在临床风险管理计划中有所体现，但完成后可以从临床

风险管理计划或其他相关文件中移除。） 

上 市 后 有

效 性 研 究

名称 

实施目的 
实 施 计

划 

完 成 日

期 

附条件批准时作为完全批准条件的有效性研究（申请人根据附条

件批准上市前沟通交流内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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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要求的强制性有效性研究（由监管机构在审评过程中提

出） 

  

  

  

申请人承诺/计划开展的其他有效性研究 

  

  

  

5. 风险控制措施 

（以安全性概述为基础，制定与药物风险相匹配的风险

控制措施。实施风险控制措施的目的是通过降低安全性风险

达到治疗获益最大化，不应以牺牲患者对治疗的可获得性为

代价，应将给医疗系统带来的负担和压力降低到最小程度。

风险控制措施包括常规风险控制措施和特殊风险控制措施。） 

5.1 常规风险控制措施 

常规风险控制措施适用于所有药物，包括科学制定和修

订药品说明书、标签、包装，采用适当的药品处方形式和管

理状态等。 

常规风险控制措施根据所针对的风险列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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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名

称 

常规风险控制措施（如在说明书的用法用量、禁

忌、警告、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等章节进行强调) 

风险 1 

说明书中对应的内容（简要说明，不要复制粘贴所

有的文字） 

包装尺寸与特殊设计 

药品规格 

…… 

风险 2 

说明书中对应的内容（简要说明，不要复制粘贴所

有的文字） 

包装尺寸与特殊设计 

药品规格 

…… 

5.2 特殊风险控制措施 

（特殊风险控制措施通常包括风险沟通、教育计划、患

者日记、处方限制项目、受控分销、疾病/药物登记招募计划、

避孕计划等等。只有当常规风险控制措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时才实施特殊风险控制措施。申请人可在申请新药注册前与

监管机构提前沟通讨论，就是否需要采取特殊风险控制措施、

应该采取哪些特殊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后续的评价节点达成

初步的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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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需要特殊风险控制措施则直接声明；如有特殊风险

控制措施，则以活动类型而非安全性问题为中心撰写以下内

容，语言应尽量精简。） 

风险控制措

施的名称 
相关风险及实施目的 

实施时限 

（最晚启动

时间） 

措施有效性评

估时间节点 

    

    

6. 参考文献 

7. 附录（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 

7.1 上市后研究方案（如适用） 

7.2 风险控制措施具体实施方案（如适用） 

7.3 风险控制措施相关工具（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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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21 年第 71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4e1ef312a0a0c039a7a4ca55b91d4e8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6 日 

    罕见疾病的单病种发病率极低，药物研发的难度远远超过常见多发疾病，因此罕见疾病药物的临床研发，

除了应遵循一般药物的研发规律以外，更应密切结合其自身疾病特点，在确保严谨科学的基础上，采用更为

灵活的设计，以通过有限的患者数据，获得更加充分的科学证据，满足获益与风险的评估，支持监管决策。

为促进罕见疾病药物研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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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31日 

 

 

 

附件：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技术指导原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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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4e1ef312a0a0c039a7a4ca55b91d4e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f8351695dfa3322f2685fc393329ff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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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罕见疾病是指发病率/患病率极低的一组疾病的统称。发病率/患

病率低是罕见疾病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罕见疾病患

者的绝对数量并不少，对社会、经济、医疗等多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视

的影响，是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 

由于罕见疾病发病率/患病率极低，病情复杂，目前对其认识相对

有限，使得罕见疾病药物研发的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常见多发疾病，

导致罕见疾病患者的治疗需求远未满足。 

由于罕见疾病患者人数少，临床试验开展难度较大，因此罕见疾

病药物的临床研发，除了应遵循一般药物的研发规律以外，更应密切

结合其疾病特点，在确保严谨科学的基础上，采用更为灵活的设计，

充分利用有限的患者数据，获得满足获益与风险的评估的科学证据，

支持监管决策。 

本指导原则将结合罕见疾病特征，对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提出

建议，为罕见疾病药物科学的开展临床试验提供参考。本指导原则主

要适用于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其他类型的新药或治疗方法的

研发可参考本指导原则提供的思路和科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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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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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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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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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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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和其他国内已

发布的相关指导原则。 

二、罕见疾病药物研发的特殊考虑 

1、获取罕见疾病临床数据 

罕见疾病不但发病率/患病率极低，而且疾病类型繁多，表型复杂，

临床表现多样化，患者人群可覆盖新生儿至老年患者，加之临床诊疗

方面对其认知有限，目前积累的基础数据显著少于常见多发疾病，这

为新药临床研发的试验设计和有效性评估带来很大挑战。为提高罕见

疾病的药物研发效率，首要是鼓励关注罕见疾病的致病机制研究，为

临床研发提供重要依据和研发方向。 

对于致病机制不明确或不够了解的罕见疾病，鼓励申请人在计划

开展药物研发之初，先对拟开发适应症开展临床调研和疾病自然史研

究，了解该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诊断方法及其准确率、疾病症状/

特征、主要发病人群以及治疗现状等，获得相对充分的疾病临床数据。

疾病的临床数据可以为其参照罕见疾病药物研发思路开展后续临床

研发提供合理性依据；也可为适应症人群的定义、关键研究设计、临

床试验终点选择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可能作为后续临床研究中重

要的外部对照数据。 

罕见疾病临床数据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获得： 

① 疾病自然史研究。可考虑在研发早期开展设计良好、针对疾

病自然史的横断面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或前瞻性队列研究等。 

② 国内外已公开的相关自然病史研究文献报道。可考虑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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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进行综合分析，作为目标适应症疾病自然史和疾病临床特征的支

持性数据，但需要注意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如致病

基因、发病率/患病率、严重程度、临床医疗实践等方面的差异），是

否可反映我国患病人群的特征。 

③ 患者登记平台。可通过患者登记平台收集罕见疾病的临床数

据。  

④ 临床工作人员调研。可面向目标适应症医护人员开展针对性

调研工作。 

⑤ 患者调查。鼓励开展患者访谈，在研发之初以及整个研发过

程中纳入患者/监护人的意见，充分了解患者的临床治疗需求、体验和

治疗现状，并融入研发策略的制定。 

由于罕见疾病的复杂性，单个研究有时很难全面地反映罕见疾病

的临床特征，因此鼓励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罕见疾病的临床数据，并鼓

励开展研发单位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数据共享。 

2、关注生物标志物的应用 

生物标志物通常是指能被客观测量和评价，反映生理或病理过程，

以及对暴露或治疗干预措施产生生物学效应的指标。罕见疾病患者人

群小，难以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即使是开展了临床试验，也只能

获得有限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信息。由于多数罕见疾病的临床症状复杂

多样，有些罕见疾病需要较长时间的药物干预才足以产生临床可识别

的差异，因此，为了提高研发过程中识别药物干预产生的治疗效应或

者安全性风险的敏感性，鼓励尽可能多的应用生物标志物，作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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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重要补充。例如，可利用安全性生物标志

物，发现药物治疗中潜在的用药安全风险更高的患者；或利用药效学

生物标志物，协助确定试验药物的合理给药方案，或开发可用于临床

试验的替代终点等。 

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诊断性生物标志物，提高罕见疾病的确诊

率，必要时需根据相关生物标志物开发伴随诊断。关于罕见疾病的伴

随诊断开发可参考相关技术指导原则[1]。 

3、积极应用定量药理学工具 

基于罕见疾病受试者有限，患者年龄跨度大的特点，鼓励在研发

过程中充分应用定量药理学工具，提高研发效率。例如，建立群体药

代动力学-药效学模型，有助于科学、高效地确定试验药物在罕见疾病

中的推荐剂量；有助于利用成人受试者数据外推不同年龄段儿童患者

推荐剂量；有助于确定在特殊人群的推荐剂量等。 

4、鼓励建立患者登记系统 

罕见疾病单病种患者少，临床数据通常较为分散，收集和获取具

有代表性的罕见疾病的临床数据存在难度，因此鼓励建立标准化患者

登记系统。通过患者登记系统，有助于获得相对完整、准确的高质量

临床数据，为统计和分析奠定良好基础，也为基于真实世界研究增加

罕见疾病相关适应症提供可能。 

三、临床研发计划 

根据罕见疾病药物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只适

用于目标罕见疾病；（2）同时适用于罕见疾病和非罕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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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仅适用于罕见疾病的试验药物，通常需参考一般药物研发规

律，开展早期探索研究，完成概念验证，确定推荐剂量、目标人群、

获得初步有效性数据后，以此为基础开展关键研究，支持药物的上市。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罕见疾病受试者有限，有时很难开展独立的

概念验证研究，因此鼓励将关键研究分阶段开展，在第一阶段入组小

样本量受试者，作为概念验证，并以此阶段结果为基础，对后续试验

阶段进行调整，最终将第一阶段和后续研究阶段中，接受推荐剂量治

疗的患者整体的有效性，作为支持上市的关键疗效数据。 

对于适用于包括罕见疾病和非罕见疾病在内的多种疾病的药物，

早期可以采用篮式试验设计，纳入多种疾病人群，并充分借鉴、利用

在非罕见疾病中获得的临床数据，指导确定该药物在罕见疾病中的开

发，根据在其他疾病所获得临床数据对罕见疾病适应症开发的指导价

值，可考虑直接开展在罕见疾病适应症中的概念验证临床试验，或直

接进入关键临床试验；当直接进入关键临床试验时，可参考前述适应

性设计思路。 

适用于包括罕见疾病和非罕见疾病在内的多种疾病的药物也可

以选择首选开发罕见疾病，此时需参考情况“（1）只适用于目标罕

见疾病”的情况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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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罕见疾病药物临床研发计划示例 

罕见疾病复杂，病种繁多，药物研发难度较大，建议在开展罕见

疾病药物研发工作时，对研发计划进行全盘考虑。鼓励申请人在研发

过程中积极与监管机构就药物研发计划进行沟通交流。 

四、临床试验设计 

根据药物的作用机制，罕见疾病治疗药物一般可分为替代治疗及

非替代治疗。替代治疗是指针对于人体内源性物质缺乏而导致的疾病，

采用外源性物质予以补充的治疗方式；由于替代治疗补充的是人体所

缺乏的内源性物质，因此通常替代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明确，药物剂

量也往往与内源物质的生理水平相关。非替代治疗是指替代疗法以外

的其他干预性治疗，非替代治疗药物是通过干预疾病发生发展的途径

中的一个或多个过程，或通过对非直接致病的旁路途径的干预，达到

治疗疾病/缓解症状的治疗手段。非替代治疗相对于替代治疗而言，作

用机制通常更为复杂，药物治疗剂量的探索也相对复杂。 

罕见疾病的药物在不同研发阶段，需充分考虑罕见疾病发病率/

患病率极低的特点，同时结合所研发药物的作用机制，合理设计临床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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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性研究阶段 

1、研究人群的考虑 

（1）健康受试者 

通常健康受试者更为均一、干扰因素少，是早期探索研究（首次

人体临床试验）的理想人群。尤其对于患者人群数量有限的罕见疾病，

在健康受试者中获得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PK）、药效动力

学（pharmacodynamics，PD）、初步 PK-PD 关系和初步安全性等信

息十分重要。在拟定剂量范围内，药物作用机制预期不会对健康受试

者造成严重危害，且非临床研究可支持在健康人群开展临床试验的前

提下，可在健康成人受试者中开展首次人体临床试验。 

（2）患者 

对于不适合在健康受试者开展临床试验的药物，可在罕见疾病患

者中开展，如果需要在儿童患者中开展研究的，原则上也应首先选择

成人患者，在获得耐受性/安全性，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如果可

能）后，按照儿童药研发的一般原则[2]，再逐步过渡到青少年和低龄

儿童。 

对于一些不是仅用于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即同时可作为其他疾

病潜在治疗的药物，建议首先在非罕见疾病人群中开展首次人体临床

试验。鼓励在早期研究中，采用篮式设计，根据药物作用机制，纳入

包含目标罕见疾病人群在内的多种潜在适应症人群，收集在不同疾病

中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数据，为后期的研发提供依据。 

对于极少数无法选择健康成年受试者，疾病人群仅为儿童，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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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患者可选择的特殊情况，也应在充分评估安全性风险的前提下审慎

地考虑在儿童患者开展首次人体试验。 

2、起始剂量的选择 

药物起始剂量的确定应遵循药理毒理相关指导原则和技术要求

[3]。 

对于罕见疾病的替代治疗药物，由于对所缺乏的人体内源性物质

的生理水平通常较为清晰，因此鼓励充分利用疾病的非临床研究和临

床研究数据，建立替代治疗的药物剂量与所替代物质水平间的关系，

在符合药理毒理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对起始剂量要求，且安全可控的前

提下，尽量选择接近于目标治疗剂量的水平作为起始剂量，以尽可能

降低罕见疾病受试者的无效暴露，提高剂量探索研究的效率。 

3、推荐剂量的确定 

通常，推荐剂量是根据早期研究中药物的 PK、PD、安全性和初

步有效性数据综合判断得出。在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中，建议注重科学

工具的使用。例如，采用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model-informed drug 

development，MIDD）[4]，开展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建立药代动力

学-药效学模型等，实现从健康人到患者，或从成人患者到儿童患者，

或从其他疾病患者到目标罕见疾病患者的剂量外推。 

对于作用机制明确的替代治疗，也可通过对 PK-PD 关系的充分

研究，明确药物剂量-暴露量-效应关系，从而确定推荐剂量。 

4、特殊人群用药 

通常情况下，药物研发是先对成人适应症进行开发，之后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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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患者中的开发；就罕见疾病而言，按不同年龄段分别进行开发

难度较大，且一些罕见疾病主要在儿童期开始发病之后进展至成年，

儿童患者是重要的治疗人群，也是临床需求最强烈的人群；另一方面，

通常药物会在研发到一定阶段，有的甚至在药物上市后，再开展肝/肾

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的研究，由于缺乏特殊人群的研究数据，在关键

研究中常常将上述特殊人群排除。然而对于罕见疾病，由于疾病本身

常会对患者肝、肾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果在临床试验中将上述特

殊人群排除，入组患者就会更加困难，研究结果也不具有代表性，无

法指导科学合理的临床用药来满足患者需求。 

因此，在罕见疾病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建议适时开展特殊人群

用药的研究，便于在后续关键临床试验中，可以尽可能的纳入更多、

更广泛、更有代表性的罕见疾病患者。当明确不同人群（如老人、儿

童、伴有肝/肾功能损害）的用法用量后，即使不同人群的用法用量不

同，在关键临床试验中也可考虑一并纳入，从而提高研发效率。 

5、初步有效性考察 

获得药物初步有效性数据是开展关键性临床试验的基础，对于罕

见疾病，一般需提供初步的有效性数据。 

有效性评价指标可采用临床终点，或与临床终点密切相关的替代

终点，对于药物作用机制明确的情况（如酶替代治疗），也可采用 PD

指标作为替代指标对有效性进行考察。同时鼓励开发并应用 PD 指标

（如靶点占有率、靶细胞清除率等），作为有效性数据的支持。 

对于药物可同时用于治疗其他非罕见疾病的情况，如该药物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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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罕见疾病和非罕见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相同，也可考虑通过在其他非

罕见疾病中对药物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完成对药物的概念验证。 

（二）关键研究阶段 

1、试验设计选择 

1.1 同期平行对照研究 

同期平行对照研究是确证药物疗效的金标准，因此平行对照研究

是首选的试验设计。根据对照药的不同，可以分为安慰剂对照和阳性

药对照。 

（1）安慰剂对照 

当使用安慰剂对照时，需采用优效性设计，药物前期探索性研究

及疾病自然史数据，可作为统计假设试验组较安慰剂的预估疗效差异

依据。 

在安慰剂对照研究中，需关注组间受试者比例。采用均衡设计（各

比较组例数相同），统计效能最高，也更利于安全性的评价。如果早

期临床试验已经显示出试验药物明显优于安慰剂，为使更多患者接受

到潜在更优的治疗，可考虑试验药物更高的分配比例（如 2:1 的分配

比例）。 

当长期安慰剂治疗不可接受时，也可考虑开展随机撤药试验。在

随机撤药试验中，接受试验药物治疗且达到预期疗效的患者被随机分

配继续接受试验药物治疗或接受安慰剂治疗。两组之间出现的任何差

异将证明试验药物的治疗作用。 

（2）阳性药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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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标适应症在国内已有药物获批上市并具有可及性，可选用

阳性对照药。阳性对照研究通常可采用优效性设计或非劣效设计。 

当采用优效性设计时，药物前期探索性研究及阳性药在目标适应

症中的疗效将为统计假设时试验组较对照药的预估疗效差异提供依

据。组间受试者比例通常采用 1:1，如前期数据提示试验药物疗效有

明显优于阳性对照药的潜力时，也可采用 2:1 的比例。 

当采用非劣效设计时，需参照相关指导原则[5]。需关注非劣效界

值设定问题，在恰当且必要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非劣效界值。建议

在开展临床试验前与监管部门沟通，明确非劣效界值。 

1.2 非同期外部对照研究 

对于难以开展同期平行对照研究的罕见病，可考虑通过外部对照

的研究方法，外部对照可以是平行的或历史的外部对照。这种设计的

主要问题是无法消除非同期治疗组间带来的系统差异。当使用历史数

据作为对照时，通常采用单臂设计，原则上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临床实践中无有效治疗手段；或相较于现有治疗，早期数据显

示试验药物具有突出疗效； 

②疾病进程清晰、可预测，可被客观地测定和验证（例如，当疾

病本身存在自发缓解可能的疾病，不适合采用单臂试验设计）； 

③疾病严重程度高，预后差;  

④较高质量的外部对照数据。外部对照数据优先选择来自既往

RCT研究结果，也可以选择真实世界数据，来自真实世界研究的外部

对照数据、疾病自然史研究、患者登记研究、文献报道等。需关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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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数据是否可代表当前我国临床实践；关注数据质量。 

源自自然病史研究的数据，可能可以用作试验药物治疗组的未经

治疗的外部对照组。使用外部对照需要周密的规划和评估，包括以下

考虑： 

i）外部对照组需要在各个方面与药物治疗组匹配，包括疾病严

重程度、疾病持续时间、既往治疗，以及疾病中可能影响结局和结局

发生时间的其他方面，才能便于客观比较和评价治疗效应。 

ii）使用良好的设计可以减少选择性偏倚（例如，入/排标准、与

研究方案几乎平行的统计分析计划）。数据选择性偏倚是使用外部对

照时的主要问题，因为没有随机化，以及无法识别的基线差异可能影

响结局。主要的考虑方面可包括： 

- 可能尚未对患者疾病特征进行评估，或者可能基于历史方法对

患者进行了不同的评估，这将导致缺乏可比性（例如，疾病定义、诊

断技术和安全性监测方法已经发生变化）。 

- 标准治疗可能已经改变。 

- 数据采集间隔和质量可能缺乏一致性，且不具有可比性。 

- 如果外部对照组中使用的结局评估没有明确定义或不可靠，也

会使应用外部对照组具有挑战。 

除满足上述①-④项条件外，当目标适应症发病率/患病率极低，

可招募的符合入排标准的患者极少，不具备开展对照研究条件时，也

可考虑采用单臂试验设计。 

单臂试验通常仅支持药物的附条件批准。通常上市后需开展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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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试验作为确证性研究。对于极罕见疾病无法开展对照研究的情况，

也可考虑以另一个独立的单臂研究、真实世界研究作为确证性临床试

验。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药物作用机制非常明确，药物作用机制

的有效性已在其他适应症中得到确证时，也可能支持完全批准。 

单臂试验较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级别低，试验结果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因此当计划以单臂研究支持药物上市时，建议申请人就单臂

试验的适用性、上市后要求预先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1.3 自身对照 

自身对照是历史对照设计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历史数据来自于参

与试验药物干预性临床试验的受试患者自身。需确保患者历史/基线

数据的准确性。当采用自身对照设计时，首选建议是先开展前瞻性观

察性研究，以观察性研究结果作为患者的基线数据，后续试验药物的

干预性研究结果，与患者基线数据进行比较，以证实试验药物的疗效。 

1.4 真实世界研究 

真实世界研究除了可作为单臂试验的外部对照数据外，还可用于

支持已上市药物增加罕见疾病适应症。可参考相关指导原则开展真实

世界研究[6-8]。 

除上述临床试验设计以外，鼓励申请人在研发中尝试其他更灵活

的试验设计，如采用适应性设计、篮式设计、平台试验设计等；鼓励

申请人与监管机构开展积极沟通，例如当计划采用适应性无缝试验设

计，特别是当研究的患者数量有限时，应在试验启动前与监管机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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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论全面的统计分析计划，包括试验设计和预先计划分析的关键特征。 

2、试验终点的选择 

临床终点仍是关键研究中支持药物上市的首选主要疗效指标。 

主要疗效指标应根据疾病特点及临床研究的主要目的选择，与临

床获益具有高度相关性，还应具有客观性、敏感性、易量化、可重复

等特点。充分了解目标适应症人群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发展过程

等，根据药物作用机制确定药物的治疗目标，有助于确定有意义、更

敏感的临床终点。 

鼓励在研发过程中，探索、开发与临床终点相关，对临床终点有

预测价值的替代终点，通过敏感的替代终点，达到简化临床试验，提

高研发效率的目的。 

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 reported outcome，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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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中，鼓励应用

PRO，以反映药物对罕见疾病患者生活质量、体验的改善和其临床价

值，并将其 PRO 作为对主要终点的重要支持性数据；鼓励开发 PRO

量表；也可考虑将 PRO 开发为主要终点，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将 PRO

作为主要终点支持监管决策的可行性[9]。 

3、研究人群 

关键研究的试验人群根据早期研究结果纳入具有代表性的患者，

而早期研究中，如能尽早明确不同年龄段、特殊人群等患者的用法用

量，则有利于在一个关键研究中纳入更加广泛、更加多样性的患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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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降低受试者的招募难度。 

4、关键临床试验样本量 

原则上，罕见疾病药物的关键研究设计的样本量需要根据统计学

相关原则，基于对于主要终点的统计假设而确定。 

由于罕见疾病患者本身临床表现及生理状态等方面差异较大，而

关键研究中纳入更加广泛的患者可能会使研究人群的变异度进一步

增加，因此选择敏感的主要终点指标、采用更灵活的试验设计，会有

助于减少样本量。 

五、安全性评估要求 

对于治疗具备慢性病特征、需长期治疗的罕见疾病，原则上需遵

循 ICH E1 的要求。罕见疾病患者人数少，安全性数据可同时包含其

他来自非罕见疾病人群的数据。对于预期只能用于罕见疾病治疗、靶

点明确、作用机制清晰的药物（如替代疗法），基于患者获益风险的

评估，可能会减少对暴露量的要求，建议申请人预先与监管机构进行

沟通。 

由于罕见疾病在临床试验中所积累的数据一般十分有限，因此上

市后的安全性数据收集十分重要，应建立药物警戒系统，在上市前应

结合产品和疾病特点，完善上市后风险分析与管理计划（Risk 

Management Plan，RMP）[10]，并在上市后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 RMP。 

六、沟通交流 

罕见疾病种类繁多，涉及的治疗领域广泛，疾病表现和进展差异

大，同时又面临着对疾病自然病史的了解有限、相关临床开发经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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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的先例缺乏、患者数量有限、临床试验受试者常涉及儿童人群

等各类复杂情况，难以通过一个指导原则覆盖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监管机构鼓励申请人就治疗罕见疾病药物研发过程中

的关键技术问题及时提出沟通交流申请，针对开发中遇到的挑战，讨

论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共同提高罕见疾病临床试验研发的效率和成功

率。沟通交流既包括治疗罕见疾病的新分子实体，也包括已上市产品

扩展罕见疾病相关的适应症。沟通交流可涉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灵活高效的临床试验设计 

- 创新性临床终点/替代终点的使用 

- 合理的安全性患者数据集 

- 临床试验数据外推（包括基于境外数据外推到中国患者人群） 

- 利用真实世界数据 

- 上市后数据的收集 

- 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 

建议申请人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也同样加强与监管

机构的沟通交流。 

七、小结 

罕见疾病发病率/患病率极低，病情复杂，诊断难度大；罕见疾病

患者人数有限，因此开展临床试验难度较大，这些因素导致罕见疾病

药物临床研发面临诸多困难。然而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仍应以科学为基

本准则，可以通过精巧科学的方法“精简”研究设计，但不能以降低

科学标准为代价“简化”研发过程。罕见疾病药物研发除了应遵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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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药物的研发规律以外，更应密切结合罕见疾病自身特点，探求更科

学和精巧的研究方法，以提高研发效率。 

罕见疾病的病种繁多，因此本指导原则很难覆盖对所有罕见疾病

药物研发的要求。本指导原则旨在提出在罕见疾病研发中普遍适用的

技术指导。对于未能覆盖的问题，鼓励申请人积极与监管机构进行沟

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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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的通告（2021 年第 69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8a93c12537f5e8a624e57bbfd80f2bd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6 日 

     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通常是创新药临床药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研究结果是支持相应人群

调整用法用量等问题决策的科学依据。为提示申办者相关研究的总体考虑和数据分析等问题，药审中心组织

制定了《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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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布的指导原则如有与本指导原

则不一致之处，以本指导原则为准。 

   特此通告。 

   附件：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29日 

 

 

附件：肾功能不全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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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药物可通过多种机制从体内清除。多数药物通过以下一

种或多种途径联合清除，包括小肠代谢和转运，肝脏代谢和

转运，以及肾脏清除等。肾功能不全时，肾小球滤过、肾小

管主动分泌与被动重吸收均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肾脏清

除减少，通常肾清除率受影响的程度与肾脏疾病的严重程度

相关。若药物主要通过肾排泄清除，肾功能不全（Impaired 

Renal Function）可能会导致其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发生一定程度地改变，也可能对临床用药安全性和有效

性产生影响。因此，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相比，肾功能不全

患者可能需要调整用法用量。 

药物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体内的 PK变化多为药物和/或代

谢产物的肾脏排泄减少或减慢导致，此外，还与药物吸收、

血浆蛋白结合、跨膜转运、组织分布等的改变有关。研究显

示，肾功能不全可改变某些药物在肝脏和肠道中的代谢和转

运途径，这些变化在肾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中尤为突出，即

使药物清除的主要途径不是肾排泄时也可能观察到这些变

化。 

基于上述考虑，对于大多数可能应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

的药物，建议评估其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体内的 PK 特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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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合理的用法用量建议。用法用量的建议通常需基于肾功

能不全时药物暴露的变化程度，以及暴露-效应关系（包括有

效性和安全性）来制定。 

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结果可以为支持创新药上市的

关键临床研究的受试人群选择提供依据。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暴露-效应关系研究以及支持上市的关键临床研究的受

试人群等将影响创新药申报上市和获批说明书中的适应症

人群是否可包含相应人群以及用法用量等问题。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开展肾功能不全

患者 PK 研究提供建议和考虑要点，以期为相应人群是否需

调整用法用量提供研究数据。 

二、基本考虑 

（一）肾功能的测定 

目前有多种评估肾功能的方法。通常使用外源性标记物

（如菊粉、异烟酰胺、EDTA、二乙三胺五乙酸和碘海醇）测

定肾小球滤过率（GFR），此方法比公式估算更为准确。也可

采用特定时间尿液样品测得的肌酐清除率（CLCr）评估肾功

能。 

但上述方法均非临床实践中常规使用的方法，使用公认

的基于血清肌酐及血清胱抑素C的公式估算肾功能更具实用

性。在当前临床实践中，公式估算的 GFR（eGFR）应用广泛，

包括在成人人群使用 Cockcroft-Gault(C-G)公式估算 CLCr。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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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用的估计 eGFR 的方法有慢性肾脏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组

（CKD-EPI）公式和肾脏病膳食改良试验（MDRD）公式。 

临床实践中，eGFR 经人体表面积（BSA）值 1.73 m2校

正，以 mL/min/1.73 m2为单位表示。临床上对于肾脏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效果评估，以及对肾功能不全程度的分类，通常

基于 BSA 校正的 eGFR（以 mL/min/1.73 m2 为单位）。但肾

脏清除能力与绝对 GFR 相关。即，药物的肾清除率与个体

GFR（以 mL/min 表示）成正比，而不与 BSA 校正的 GFR 成

正比。因此，剂量建议应基于绝对 GFR（以 mL/min 表示），

而非基于标准化为 1.73 m2的 eGFR。当需要进行个体化给药

时，需将校正后 eGFR 乘以患者的 BSA，然后除以 1.73。 

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中，可使用外源性标记物准确

测量 GFR，也可考虑使用公式估算 GFR 的方法评估受试者

的肾功能。鉴于不同方法各有利弊，其他临床上广泛接受的

方法，经评估后亦可考虑采用。建议基于研究目的和临床需

求合理选择肾功能测定方法。 

在儿科患者中，也可测量或估算肾功能。在两岁以下的

儿科患者中，需要考虑成熟度、胎龄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当

前多使用 Schwartz 公式估算儿科 GFR，但该公式被认为会高

估新生儿 GFR，研究者需关注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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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chwartz 公式（0-16 岁） 

Schwartz公式

（0-16岁） 
𝐶𝐿𝐶𝑟(𝑚𝐿/𝑚𝑖𝑛/1.73𝑚

2) =
𝑘 ×身高

血清肌酐
 

或 

𝐶𝐿𝐶𝑟(𝑚𝐿/𝑚𝑖𝑛) =
𝑘 ×身高

血清肌酐
× (

体重

70
)0.75 

早产儿~1岁，k=0.33；足月儿~1岁，k=0.43；儿童，

k=0.55；青少年女孩，k=0.55；青少年男孩，k=0.70； 

身高（cm）；体重（kg）；血清肌酐（mg/dL） 

 

本指导原则中的肾功能计算公式仅供研究者参考，随着

科学技术不断进展，可采用临床实践中公认的方法测定肾功

能，并提供科学考虑和相应依据。 

（二）是否需开展肾功能不全研究的考虑 

本指导原则中的独立 PK 研究是指具有密集采血的、良

好试验设计的 PK 研究，包括本指导原则中述及的完整 PK 研

究和简化 PK 研究。 

若研究药物和/或活性代谢产物主要经肾排泄（例如尿排

泄分数（fe）大于等于 0.3），在肾功能不全不同分级的患者

中进行独立 PK 研究，相应的研究结果将支持在肾功能不全

不同分级患者中的用法用量。一般来说，分子量小于 69 kDa

的治疗性蛋白质和肽类药物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肾清除率

会降低，因此，建议考虑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进行分子量小

于 69 kDa 的治疗性蛋白质和肽类药物的 PK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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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要经过非肾途径清除的药物，探讨肾功能不全对

PK 的影响通常也很重要。此时，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可能会

使用的上述非肾途径清除的药物，可考虑开展简化 PK 研究。 

符合下列情形时，通常无需进行独立 PK 研究，包括但

不限于： 

1. 主要通过肺清除的气态或者挥发性药物和/或活性代

谢产物； 

2. 仅需单次/偶尔给药的药物，并且药物和/或主要活性

代谢产物的清除时间延长不会造成安全性风险； 

3. 分子量大于 69 kDa 的治疗性蛋白质药物，但对抗体

偶联药物或其他与小分子偶联的大分子蛋白可能需

要特殊考虑； 

4. 全身吸收有限的局部作用药物（例如局部用药）； 

5. 主要通过肝清除的药物，并且安全性数据显示即使明

显增加药物暴露量也无需调整用法用量； 

6. 主要通过肝清除的药物且由肾功能不全可能导致的

药物暴露增加可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处理，例如某些药

物可通过监测与有效性和/或安全性相关的标志物进

行剂量滴定。 

上述情形是否需要采用群体药代动力学等其他方法开

展研究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若药物可能用于肾病末期（ESRD）并需进行透析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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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在透析和非透析情况下进行 PK 研究，以确定透析对药

物及其可能的活性代谢产物清除产生的影响。透析疗法有可

能去除大部分药物和/或活性代谢产物，从而导致临床暴露量

的明显变化。在此情形下需要调整用法用量，例如透析后补

充剂量。在透析患者中开展研究时，需关注不同透析疗法间

的差异。若透析疗法不大可能导致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清

除的明显差异，例如，当研究药物具有以下特征时：研究药

物具有通过透析无法清除的分子量、研究药物具有不受肾功

能不全影响的高血浆蛋白结合率等，则可考虑不开展透析疗

法的独立 PK 研究。 

（三）研究时机的考虑 

在包含目标适应症人群的关键临床研究中，可考察特定

用法用量下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重度肾功

能不全患者会被排除在关键临床研究受试人群之外。 

若预期药物的目标适应症人群包括相对较大比例的肾

功能不全患者，且当这些患者可能需要特定的治疗方案建议

时，获得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可能具有较

高的临床价值。当预期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暴露-效应关系可能

发生改变时，这些数据更为重要。建议在药物的早期研发过

程中评估肾功能不全对药物 PK 的影响，其目的是通过前瞻

性的研究进行适当的剂量调整，以使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被

纳入关键临床研究中。早期初步评估可基于 I 期和/或 II 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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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1 

 
 

究获得的数据，也可采用建模与模拟策略（例如，基于生理

学的药代动力学模型）开展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后续肾功

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的设计以及在关键临床研究中纳入肾功

能不全患者，以获得拟建议用法用量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的

临床使用数据和经验。 

对于无需进行独立 PK 研究但不排除可能需要开展群体

药代动力学方法的其他研究的情况，可视具体情况进行综合

考虑。 

三、研究设计 

肾功能不全患者PK研究旨在评估肾功能不全对药物PK

的影响，并根据暴露-效应关系评估是否需要调整用法用量。

可根据药物特性和目标适应症人群特征等信息，通过多种方

式开展研究。 

（一）完整 PK 研究的设计 

1. 研究人群 

为充分研究肾功能不全对研究药物 PK 特征的影响，纳

入的受试者通常应包括正常肾功能和肾功能不全不同分级

（基于 GFR 评估）的受试者，其中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应为患

有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存在任何肾损

伤的指标或 GFR 小于 60 mL/min 持续 3 个月以上）和/或具

有稳定肾功能的个体。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应保持血流动力学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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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中常用的肾小球滤过率的分级见下表 2。 

表 2 肾小球滤过率的分级 a 

分级 说明 
肾小球滤过率功能指数
(mL/min) 

1 对照（正常肾功能） ≥90，且＜130 

2 轻度下降 60~89 

3 中度下降b 30~59  

4 重度下降 15~29 

5 终末期肾功能衰竭c 
<15未进行透析 

<15需要透析 
a：eGFR：统一以根据估算公式估算GFR为分级标准，以mL/min

表示。将mL/min/1.73 m2转换为mL/min乘以使用适当公式计算得出的

个人BSA，然后除以1.73。公式如下： 

绝对𝑒𝐺𝐹𝑅 =
𝐸𝑃𝐼或𝑀𝐷𝑅𝐷计算出的𝑒𝐺𝐹𝑅 × 𝐵𝑆𝐴

1.73
 

b：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和研究具体需求，有时可以考虑在中度肾功

能不全患者中再按照eGFR分为两组（45~59 mL/min和30~44 mL/min）

开展研究。 

c：肾衰竭：这种分级是为了进行专门的肾功能损伤研究，不应用

于对肾脏疾病进行分级。 

为评估肾功能不全对宽治疗窗药物 PK 的影响，可考虑

根据≥60 mL/min（正常或者轻度肾功能不全）、15~59 mL/min

（中度~重度肾功能不全）、＜15 mL/min 或需要透析的患者

在非透析日的分类，对受试者进行分层。 

其他可能影响药物 PK 的因素在肾功能不全组与对照组

需保持一致，同时，不应纳入服用可能影响药物 PK 的合并

用药的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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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目标适应症人群本身可能会具有一些影响药物 PK 特

征的因素，理想情况下，对照组为目标适应症的代表性群体，

此时，对照组可以不是表 2 中所定义的肾功能正常的患者。 

2. 样本量 

每个肾功能不全级别组的受试者人数应足以获得可靠

的 PK 参数，需提交样本量估算方法和结果，并提供样本量

估算时主要参数设定的依据。样本量估算时，需关注 PK 参

数变异度在健康人和患者中可能有所不同。  

3. 给药方法 

当在目标适应症人群中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药物和/或

主要活性代谢产物呈现线性和非时间依赖性 PK 特征时，可

考虑进行单次给药研究；当表现为非线性或者时间依赖性 PK

特征时，需要进行多次给药研究。可根据前期研究估计的肾

功能不全患者的药物和/或主要活性代谢产物的 PK 特征，评

估和选择最佳用法用量。 

一般在单次给药研究中，考虑到药物的峰浓度受肾功能

的影响较小，不同分级肾功能不全受试者可给予相同的给药

剂量，也可考虑根据前期研究数据给予不同剂量，并提供剂

量选择依据。 

在多次给药研究中，通常需要足够长的给药周期来达到

稳态。可考虑采用负荷剂量的策略以缩短达到稳态的时间，

尤其是消除半衰期明显较长的情况。在多次给药研究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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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蓄积，可考虑降低剂量或减少给药

频率的研究设计。 

4. 样品采集及检测分析 

应对血液（例如血浆、血清或全血）样品、尿液样品中

的原形药物和/或拟考察的主要代谢产物进行检测分析。血液

样品和尿液样品的采集频率和时间应合理设计，以能够准确

评估原形药物和/或主要代谢产物的相关 PK 参数。 

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药物血浆蛋白结合率常会发生改

变。对于全身起作用的药物及其活性代谢产物，药物转运到

作用部位的速率和程度取决于血中的游离药物浓度。当药物

的蛋白结合率表现为浓度依赖、和/或受代谢产物或其他随时

间变化的因素影响等情形时，在测定总药物浓度的同时，建

议尽可能测定每个血样样品中的游离药物浓度；其他情形下，

可从每例患者中选取有限数量甚至一个血浆样品来测定游

离药物浓度。对于血浆蛋白结合程度相对较低的药物及其代

谢产物（例如结合程度少于 80％），肾功能不全对药物血浆

蛋白结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此情形下可考虑采用药物在

血中的总浓度来描述其 PK 特征。 

（二）简化 PK 研究的考虑 

对于主要通过非肾途径清除，但可能用于肾功能不全患

者的研究药物，可采用简化 PK 研究设计，考察是否需进行

用法用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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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 PK 研究通常首先考察重度肾功能不全（eGFR：

15~29 mL/min）时对药物 PK 的影响。若简化 PK 研究结果

显示，重度肾功能不全不明显改变药物的 PK 特征，可考虑

不开展进一步的独立 PK 研究；若简化 PK 研究表明，研究

药物在重度肾功能不全的受试者中，其 PK 特征的改变具有

临床相关影响，则无法排除其他肾功能不全分级患者的临床

风险，应进一步评估其他肾功能分级水平（例如中度肾功能

不全，参见表 2）对药物 PK 的影响。此类情形下，可开展完

整 PK 研究，也可开展附加研究，例如在 II 期或 III 期临床试

验中进行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 

（三）在 II 期或 III 期研究中评估肾功能不全对药物 PK

的影响 

当采用 II 期和/或 III 期临床研究数据进行群体药代动力

学分析时，需具有充足样本量的、不同分级的肾功能不全患

者，并有足够的数据描述肾功能不全对药物 PK 的影响，此

时需将肾功能指标作为暴露-效应关系的独立影响因素，考察

肾功能对药物暴露的影响。 

若样本量不充分，如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样本量不足

时，则可能需要开展简化 PK 研究，为临床研究中未能纳入

的肾功能不全人群提供合理的用法用量。 

应用群体药代动力学分析或暴露-效应分析等模型化分

析方法时，分析数据集中所纳入的临床研究应具有本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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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完整 PK 研究的设计中所述的关键内容。建议关注以下

内容： 

1. 设定充足的不同分级肾功能不全受试者样本量； 

2. 准确记录给药和样品采集时间； 

3. 每例受试者采集足够数量的样品； 

4. 在适当情形下检测游离药物浓度； 

5. 在适用情形下检测原形药物和/或活性代谢产物的暴

露水平； 

6. 采用相同方法评估肾功能，在需汇总不同临床研究的

数据时尤为重要； 

7. 若开展暴露-效应关系分析，应将肾功能不全作为独

立的考察因素。 

有关群体药代动力学分析的其他相关要求，可参考《群

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四）接受透析疗法患者的研究考虑 

在考察透析疗法对药物 PK 影响的研究中，需解决的主

要问题包括：（1）是否因透析需调整用法用量；（2）若需要，

如何调整；（3）与透析有关的给药时间。 

1. 间歇性透析疗法 

间歇性透析疗法（IHD），目前能够开展的间歇性血液透

析模式有：低通量血液透析（LFHD）、高通量透析（HFD）

以及血液透析滤过（H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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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HD 研究而言，包括透析期和非透析期（透析间期）

两个阶段。每例受试者需要接受两种场景下的单次给药：（1）

在透析之前给药，透析通常在给药后预期的 Tmax 之前开始；

（2）应以能反映出非透析时预期暴露的方式给药（例如在透

析完成间隔一定时间后）。 

IHD 通常是 ESRD 患者最常用的方法，因此通常是透析

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IHD 透析对药物 PK 的影响难以外推

至其他透析模式。 

2. 持续性透析疗法 

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是指采用每天连续 24 h

或者接近 24 h 的一种连续性血液净化疗法。常用的治疗模式

包括：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连续性静脉-静

脉血液透析（CVVHD）和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

（CVVHDF）。根据治疗目标和治疗模式特点选择合适的透

析模式。 

对于可能用于 CRRT 患者的重症监护药物，IHD 研究的

结果可能不足以为此类患者提供剂量建议。因此，评估 CRRT

对药物 PK 的影响并给出用法用量建议非常重要。考虑到进

行此类研究时的挑战（例如患者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和获取

血样的难度），在此类情形下，设计最佳采样时间对于收集相

关 PK 信息尤为重要。此外，需考虑不同研究中心间 CRRT

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为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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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 CRRT 中具有一定普适性，合理地进行设计和开展研

究非常重要。单次给药研究是最可行的方法。若进行多次给

药研究，则可评估患者病情变化时 CRRT 的效果。其中的一

种方式为选取固定的血液流速（QB）和一或两个通常规定的

流出流速（QE）以获得有关的剂量信息。 

3. 腹膜透析标准化方案 

目前临床上维持性腹膜透析有以下几种方式：持续不卧

床腹膜透析（CAPD）、持续循环腹膜透析（CCPD）、夜间间

歇性腹膜透析（NIPD）、自动化腹膜透析（APD），其中，CAPD

是目前最常选择的透析方式。 

4. 样品采集和数据分析 

为准确估算 ESRD 患者在非透析（或透析间期）的清除

率，应谨慎设计给药剂量和采样时间，以获得药物、活性代

谢产物的完整 PK 情况。 

为确定透析期间的清除率，需在透析前采集血液样品并

在透析期间以适当间隔从透析仪的动脉和静脉侧血流中采

集样品。不同时间点记录体积并保留样品用于浓度分析。需

记录血流、透析期间的透析液流速以及透析仪的生产商和型

号。需对血液（进入透析仪）和透析液样品中的原形药物及

其活性代谢产物浓度进行测定。需确定透析液中移除的药物

总量，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透析清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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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D =
回收的量

AUCt0−t1
 

其中，t0为血液透析的开始时间，t1为血液透析的结束时

间。 

透析前和透析结束时的血液样品也应测定药物与血浆

蛋白的结合率。需计算透析液中药物占给药剂量的比例，以

评估透析病人是否需要给予补充给药。 

同时，需考虑透析后因药物从周围组织中重新分布而引

起浓度反弹的可能性，并确定其对药物剂量的影响。 

（五）药效学评估 

在适当且可行的情况下，肾功能不全的研究中需包括药

效学评估。此类评估在肾功能变化导致药效学变化、而 PK 无

变化（例如口服抗凝剂）时，尤为重要。药效学生物标志物

的选择应科学合理。 

四、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旨在评估肾功能不全患者是否需要调整用法

用量，若需要，则基于肾功能的测定结果提供用法用量的调

整建议。数据分析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数

据分析步骤和方法。典型的数据分析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 估算药物和/或活性代谢产物的 PK 参数； 

2. 建立肾功能指标与 PK 参数间相关性的数学模型； 

3. 评估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是否需调整给药剂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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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给药频率。 

（一）估算 PK 参数 

应对血药浓度数据与尿液排泄数据进行分析，以描述和

评估药物和/或活性代谢产物的 PK 参数。药物 PK 参数可包

括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峰浓度（Cmax）、清除

率（CL，静脉给药）或表观清除率（CL/F，非静脉给药）、

肾脏清除率（CLR）、非肾清除率（CLNR）或表观非肾清除率

（CLNR/F）、分布容积（V）或表观分布容积（V/F）、终末半

衰期（t1/2）、游离分数（fu），以及透析清除率 CLD（如适用）

等。活性代谢产物的 PK 参数可包括 AUC、Cmax、CLR、t1/2

等。可采用非房室和/或房室分析方法进行 PK 参数估算。 

（二）建立肾功能和 PK 参数关系的数学模型 

该步骤旨在建立预期的肾功能（例如 CLCr或 eGFR）与

PK 参数（例如 CL、CL/F 或 CLR）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

以期在得到患者肾功能信息时可预测药物在其体内的 PK 特

征。 

可通过建模与模拟方法（例如群体药代动力学方法），将

肾功能和 PK 参数作为连续变量考察两者间的定量相关性。

这种方法通常优于在确定各组间的 PK 和暴露量差异时，将

肾功能作为分类变量处理，即分为肾功能正常、轻度肾功能

不全、中度肾功能不全和重度肾功能不全组。对于上述任何

一种情形，均需对可能影响药物 PK 差异的基线协变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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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年龄、性别、体重和种族）进行评估。同时计算所选模型

参数及其精密度的估算值。 

（三）提供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法用量建议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法用量应基于肾功能、药物暴露、

效应（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可接受的药物获

益风险的总体认知来确定。对于具有宽治疗窗的研究药物，

基于肾功能对药物 PK 的改变，不一定需要针对肾功能不全

患者调整用法用量。否则在肾功能正常人群用法用量下的效

应相匹配的暴露的基础上，可根据暴露-效应关系研究，推荐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法用量（包括给药剂量和给药频率等）。 

对于肾功能不全患者，目前有多种研究方法推荐用法用

量。例如对于独立的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结果，可进行

与对照组比值的描述性统计；也可使用模型模拟预测研究药

物在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暴露的 90%区间与对照组暴露的

5%~95%分位数区间相似；也可首先确定无效应边界，即在

一定区间内的暴露变化不足以产生临床意义。可采用建模与

模拟方法来确定调整用法用量的肾功能界值，低于此界值水

平时则建议给予不同用法用量，此类情形下，可不参照表 2

中预先定义的肾功能不全分级界值。 

在一些情形下，采用不同的肾功能估算公式所计算得到

的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推荐用法用量可能存在明显差异，需进

行充分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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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资料 

申报资料中通常需包含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方案、

研究报告等内容。若通过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对肾功能不全

患者的数据进行评估，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报告建议参考

《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相应要求提交。 

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方案包括所涉及的关键设计，

例如人群选择、样本量、给药方法、样品采集以及数据分析

等内容。需提供样本量估算时主要参数的设定依据等。若包

含为支持用法用量而制定的无效应边界或其他界值等内容，

亦需在方案中提交并说明设定依据。 

肾功能不全患者 PK 研究报告需包含 PK 参数结果以及

数学模型构建过程和结果等。数据呈现一般需包括以下几种

方式：（1）图解说明肾功能指标和 PK 参数之间的关系；（2）

提供各个肾功能分组（包括对照组）的每组 PK 参数以及与

对照组参数的比较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例如几何均值及其比

值、算术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范围等）；（3）对于简化

PK 研究设计，应在所选显著性水平上，呈现重度肾功能不全

组与对照组之间的 PK 参数的几何均值比的点估计值（和变

异系数、置信区间等）。肾功能指标应表示为绝对值 mL/min。

数学模型需提交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及其精密度和准确度等。

研究结果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用法用量的影响也需呈现在申

报资料中，例如结合暴露-效应关系分析为调整用法用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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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等。 

若未在肾功能不全受试者中开展相关研究，应在申报资

料中充分阐述科学依据，并讨论肾功能不全对原形药物、活

性代谢产物和/或主要非活性代谢产物的 PK的影响以及可能

的风险。 

六、说明书 

药品说明书中通常需说明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方案，

相关内容的撰写需依据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研究结果。 

数据不足可能会限制研究药物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使

用。 

若未在肾功能不全受试者中开展相关研究，说明书中应

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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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药物临床试验设计

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1 年第 70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2e26d1a47cb40eea7976702d209f54a3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6 日 

   为鼓励新药研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

吐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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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1年 12月 31日 

   

 

 

附件：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药物临床试验设计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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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抗肿瘤药物治疗，包括细胞毒药物化疗（以下简称化

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可引起多种不良反应，最

为常见的就是恶心和呕吐。如果恶心和呕吐症状严重，可

以导致脱水、代谢紊乱、营养不良或吸入性肺炎，甚至更

为严重的后果，因此，用于预防或减少抗肿瘤药物所致恶

心呕吐的治疗方法就成为恶性肿瘤患者支持疗法中的必要

组成部分。由于化疗导致的恶心呕吐（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CINV）最为严重，故研究得

最早且最为深入，其他类型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常常

参考CINV的原则进行处理。 

目前用于预防CINV药物种类较多，包括5-HT3受体拮

抗剂、神经激肽-1(NK1)受体阻断剂、糖皮质激素、苯二氮

卓类和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等，国内、外多项指南推荐了多

种预防性治疗方案以及药物，但是依然存在临床需求未被

满足的情况，同时快速进展的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和全球上

市对于相关止吐药物临床试验提出新的挑战。本指导原则

以化疗药物为代表介绍了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药

物临床试验设计的要点，旨在为此类新药的研发提供参

考，但是不涉及其治疗用途，也不涉及放疗导致的恶心呕

吐（radi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womiting，RINV）。 

应用本指导原则时，建议同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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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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m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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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且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相关内

容将不断更新与完善。 

二、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呕吐的分类 

目前，与CINV风险有关的预测因子可分为患者相关风

险因子、抗肿瘤药物和给药方案的致吐性能，其中最重要

的预测因子是抗肿瘤药物及其方案的潜在致吐性能。应根

据抗肿瘤药物给药方案的潜在致吐作用和特征，选择给予

单一或联合止吐药以及治疗持续时间。 

中 国 临 床 肿 瘤 学 会 （ 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根据不同抗肿瘤药物的致吐程度（呕吐

频率），分为以下4类： 

高度致吐风险药物（>90%）：AC方案（含蒽环类和环

磷酰胺）；顺铂；卡铂（AUC≥4）；达卡巴嗪；氮芥；卡莫

司汀（>250mg/m2）；环磷酰胺（>1.5g/m2）；多柔比星

（≥60mg/m2）；表柔比星（>90mg/m2）；异环磷酰胺

（≥2g/m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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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致吐风险药物（30%-90%）：卡铂（AUC<4）；奥

沙利铂；伊立替康；替莫唑胺；三氧化二砷；阿扎胞苷；

苯达莫司汀；白消安；氯法拉滨；伊达比星；美法仑；甲

氨蝶呤（≥250mg/m2）；阿糖胞苷（>200mg/m2）；卡莫司汀

（≤250mg/m2）；环磷酰胺（≤1.5g/m2）；多柔比星

（<60mg/m2）；表柔比星（≤90mg/m2）；异环磷酰胺

（<2g/m2）等。 

低度致吐风险药物（10%-30%）：5-氟尿嘧啶；吉西他

滨；培美曲塞；艾立布林；伊沙匹隆；米托蒽醌；喷司他

丁；噻替派；多柔比星脂质体；丝裂霉素；卡巴他赛；紫

杉醇；白蛋白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多西他赛；依托泊

苷；托泊替康；阿柏西普；甲氨蝶呤（50-250mg/m2）；阿

糖胞苷（100-200mg/m2）等。 

轻微致吐风险药物（<10%）：氟达拉滨；地西他滨；

奈拉滨；长春瑞滨；长春花类药物；替西罗莫司；博来霉

素；硼替佐米；贝伐珠单抗；利妥昔单抗；西妥昔单抗；

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帕尼单抗；奥法木单抗；伊匹

木单抗；信迪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等。 

以上举例均为静脉注射途径给药。对于口服抗肿瘤药

物，通常分为中-高度致吐风险药物（≥30%）和低度-轻微

致吐风险药物（<30%）。 

按照恶心和呕吐出现的时间不同，可将CINV分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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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急性：指给予化疗药物后 24h 之内发生的恶心、呕

吐。在没有进行预防性止吐的情况下，通常在给药后 5～6h

达到高峰，该类型的恶心、呕吐往往最为严重。 

延迟性：指给予化疗药物 24h 后出现的恶心、呕吐。

其中 40%-50%发生于给药后 24-48h，有时可持续 5-7 天，

在多数情况下，严重程度比急性呕吐轻，但持续时间往往

较长，对患者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影响较大。 

预期性：由条件反射引起，多由于既往化疗恶心、呕

吐控制不良而导致。其特点是恶心呕吐发生于化疗前，如

患者看到或听到该化疗药物名称或嗅到该药气味时即可诱

发恶心呕吐。 

止吐药物对预防急性CINV具有一定作用，仅有部分药

物可预防延迟性CINV。 

临床给予预防性用药后仍然可能会出现爆发性或难治

性CINV，前者是指在预防性处理后仍然发生恶心呕吐和/或

需要给予解救性止吐治疗，可以发生在抗肿瘤药物治疗的

任何时间段；后者是指在既往化疗周期中使用预防性和/或

解救性止吐治疗失败，在后续化疗周期中仍然出现恶心呕

吐。 

三、临床试验设计的考虑要点 

1、临床药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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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相关指导原则的要求，获得试验药物的药代动

力学参数。根据药物自身特性，可选择在健康志愿者中进

行低剂量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如果试验药物与化疗药物存在潜在的相互作用，还需

要进行特殊的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建议在后续研究中继续

关注试验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及安全有效性特征，为潜

在或已确定的相互作用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2、探索性研究 

为保证在确证性研究中使用合适的给药剂量和给药方

法，探索性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具有临床治疗活性的

剂量范围和给药方法。这些探索给药剂量和给药方法的研

究应为平行、对照、双盲设计，试验药物应包括多个不同

的给药剂量。药代动力学和受体占有率数据等有助于进一

步说明其合理性。 

在探索性研究中，可将呕吐作为药物疗效的主要终

点，与恶心有关的指标作为次要终点。 

可以在接受致吐风险很低的化疗患者中进行早期的单

剂研究，以确定药物活性剂量，从而为接受更强致吐风险

化疗的患者参加的研究提供帮助。对于接受高度或中度致

吐风险化疗的患者，建议对照组不单独使用安慰剂作为预

防呕吐措施。 

对于高致吐风险化疗，预防性给药常常需要进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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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以获得满意疗效；相应的探索药物疗效的研究建议

采用随机、加载（add-on）或替代设计，同时使用指南推荐

并普遍认可的给药方案作为对照，以得到试验药物的最佳

给药方案。 

探索性研究建议可以纳入脑转移患者，以帮助收集相

应数据用于支持后续研究制定入排标准。 

3、确证性研究 

（1）研究人群 

研究人群应根据前期研究数据和预设的研究目标，选

择与CSCO指南分类一致的高度致吐风险化疗（ high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HEC）患者或者中度致吐风险化

疗（moderate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MEC）患者，以

支持预防急性和/或延迟性恶心呕吐的适应症。如已在MEC

患者中获得证明，在CINV标准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某种

试验药物可以带来具有临床价值的治疗效果，并不能以此

推断出在HEC患者中该试验药物也会产生相同的治疗效

果，即使后者接受了与前者相同的CINV标准治疗方案。如

果希望进行适应症人群的扩展，应在HEC患者中开展另一

项确证性临床研究，反之亦然。 

研究应纳入足够多的、具有代表性的受试者入组。由

于癌症在老年患者中更为常见，在确证性研究中可考虑将

年龄作为分层因素，可以为安全性和疗效评估提供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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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鼓励在研究中纳入年龄在75岁以上的患者。由于女

性为CINV高风险人群，在确证性研究中也建议将性别作为

分层因素。 

根据止吐药物的作用机制及强度，宜针对可能影响受

试者反应的重要因素，对受试者进行分层。不同化疗周期

中，发生的恶心和呕吐的程度和频率可能会不同，应对初

次接受化疗的患者和曾经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分别进行分析

研究；同时，还应该将曾经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分为对之

前止吐药治疗有反应和无反应两种类型。 

对参加疗效研究的患者，应该对其特征以及与CINV相

关的重要协变量（包括在之前化疗周期中对止吐药治疗的

反应）进行收集及分析说明。另外，还应详细说明人口学

特征（年龄、性别、种族）、肿瘤类型和病程（早期、晚

期/转移）、化疗方案、体能状态评分（Karnofsky评分或

ECOG评分）、饮酒史、孕吐史、晕动病史和中枢神经系统

病史等。 

（2）研究设计 

临床试验设计应为随机、双盲、平行对照试验。对于

单一疗法研究，应该采取比临床指南推荐的且普遍认可的

活性对照药物的优效性设计。如果计划开展非劣效比较，

则应明确该疗法在其他方面存在临床优势。如果是属于联

合用药治疗中的某一种新药，应该评估标准治疗中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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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的治疗是否优效于标准治疗加安慰剂的治疗；入组的

患者应该是接受高度/中度致吐风险药物的首次化疗患者，

或者是在之前的化疗周期中对标准止吐药无应答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以新药（X）替代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治疗方案

（AB）中某一组成药物的试验设计。在后种情形下，如果

确证性研究采用非劣效设计，应该事先确定标准给药方案

（AB）中被替代药物（B）在联合方案中的作用，以便能

够与试验给药方案（AX）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并且设定合

理的非劣效界值。如果根据历史数据不能确定B的作用，甚

至在试验中不能确定A的单独作用（A比AB比AX），那么

治疗组间“无差异”的结论可能无法获得合理解释。 

使用的对照药物和给药方案应以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

据作为依据，并且符合当前的治疗指南，同时要考虑在急

性期和延迟期中的致吐风险；尤其是在有关顺铂等药物的

延迟性CINV和标准治疗研究中，使用业已证明具有疗效的

对照药物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能肯定排除试验药物对化疗药物的抗肿瘤作用

产生影响，那么确证性研究中应该有相应的计划以评估该

种可能性。因此，应该选择患有规定的、对化疗敏感疾病

的同源患者人群，采用规定的化疗给药方案，在计算样本

量时也应该同时考虑到抗肿瘤作用评价的需求。应事先对

监测指标进行规定，客观缓解率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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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指标。 

次要终点指标需与主要疗效评价指标互为补充；同

时，还应该考虑补救治疗对试验药物疗效评价可能产生的

混淆作用。 

对于一个新药而言，应该评价其在第一治疗周期和之

后多个治疗周期中的止吐疗效，以评估其疗效的持续作

用。 

（3）有效性评价 

止吐治疗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恶心和呕吐症状。呕吐是

止吐药研究中最常用的主要终点，可以在给药后采用直接

观察法来检测呕吐发作（呕吐和/或作呕/干呕）症状，提倡

采用由患者自我报告的方法。由于恶心为一种主观感觉，

因此对恶心进行评估可能比较困难，故在多数临床试验中

将恶心作为次要终点，可采用量表对该症状的持续时间和

强度进行评估。 

由于呕吐和恶心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将

达到完全控制（CC）的患者百分比作为有效性终点，完全

控制意味着完全没有出现呕吐和恶心（或仅为轻度）。 

也可以通过对应答者的分析来进行疗效评估。如果无

呕吐发作，可将患者定义为应答者。对恶心的控制率通常

低于对呕吐的控制率。如果报告无恶心或仅为轻度恶心，

那么就可以认为患者属于应答者。对于应用补救治疗或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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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病例，则认为是治疗失败。因此，通常将应答（R）定

义为无呕吐且未使用补救药物。 

对已知影响CINV的协变量需在事先给予详细说明，并

将其包含在统计学模型中，以控制潜在的不均衡。如果入

组了已接受过化疗的患者，那么还应该对之前止吐药治疗

是否有反应来进行分层分析。 

呕吐功能性生活指数（Functional living index emesis，

FLIE）是一种已经获得学术界认可的问卷，专门用于评估

CINV对于患者每日功能的影响，可以作为药物活性评估的

支持性证据。 

在接受了具有高度和中度致吐的化疗之后，发生CINV

的风险期通常会持续4-7天，因此，需要观察并记录在接受

化疗后整个风险期止吐药物的疗效数据。 

根据研究的不同目的，一般将化疗第1周期急性期、延

迟期或整个风险期间（例如5天）的CC或R作为主要疗效试

验的主要终点。如果旨在改善急性CINV，那么延迟期或整

个风险期的结果也应报告且至少应具有非劣效性。应在多

个治疗周期中对药物疗效进行评价。多日化疗方案参考行

业指南开展研究。 

根据试验的不同目的，次要疗效参数可能包含但并不

限于以下内容： 

• 急性期（0-24 小时）和延迟期（25-120 小时）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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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或 R受试者比率  

• 治疗失败时间（根据首次呕吐发作时间或补救治疗时

间，以先发生者为准） 

• 接受补救治疗的受试者数量 

• 对恶心得到完全或几乎完全控制的受试者比率，在急

性期（0-24 小时）、延迟期（25-120 小时）和 0-120

小时期间进行评价 

• 视觉模拟量表或李克特（Likert）量表测定的每日和

整个 0-120 小时期间的恶心严重程度 

• 恶心最高分数 

• 对于 0-120 小时期间中的每日止吐药治疗，采用视觉

模拟量表或 Likert量表测定的受试者总体满意度 

• 修订的 FLIE 问卷可用于对前 24 小时期间的疗效评

估，标准 FLIE 问卷可用于 24-120 小时期间的疗效评

估。 

    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 reported outcome，PRO）是直接

来自于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功能状态以及治疗感受的报

告，直接反映了该某项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开发

预防 CINV 药物时应充分考虑 PRO，有助于全面评估预防

处理给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建议收集与患者恶心严重程

度相关的数据，评估恶心的频率和/或持续时间以及恶心对

于患者日常生活和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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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性评价 

在与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时，应对止吐药的安全性概况

进行全面评价；在对安全性数据进行分析时，应充分考虑

化疗药物不良反应对止吐药物不良反应评价的干扰因素。

同时对于在其它情况中使用的药物情况进行安全性数据评

估，这些情况包括术后恶心和呕吐、以及参加临床药理学

研究的健康志愿者。还应该使用非临床数据来协助安全性

评估。 

四、其他 

出于临床用药便利性的考虑，止吐药物常常会涉及改

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开发复方制剂等问题。无论是开

展何种类型的改良和优化，均应遵循对改良型新药的注册

要求，即改良和优化应具有明确的临床需求，且应证实改

良后的产品相比于改良前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 

在成人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研究的基础上，鼓励开展

儿童研究项目。根据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进一步探讨使用

成人数据外推至儿科患者的可能性。 

五、小结 

恶心和呕吐（CINV）是抗肿瘤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预防或减少 CINV 是恶性肿瘤患者支持疗法中的必要组成部

分。本指导原则介绍了预防抗肿瘤药物所致恶心和呕吐药

物临床试验设计的要点，旨在为此类新药的研发提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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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以上观点为针对临床研究设计时的重点内容的一般考

虑，仅代表我们当前的认识，欢迎业界和研究者在制定临

床方案过程中，及时与我们沟通和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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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的通告（2022 年第 4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4d91794def0eed2bb15c48ac496c76a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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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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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告。 

   附件：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1 月 4日 

 

 

附件：创新药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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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生物利用度（ Bioavailability，BA）和生物等效性

（Bioequivalence，BE）均是创新药制剂评价的重要指标。

BA研究是创新药研究过程中选择合适给药途径和确定用药

方案（如给药剂量和给药间隔）的重要依据之一。BE研究则

是以预先确定的等效标准进行的比较研究，是保证含同一药

物活性成分的两制剂体内行为一致性以及是否可互相替代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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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物的生物药剂学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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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药方案等方面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更，这些变更可能

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行为，进而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因

此必要时需开展包括BA或BE在内的研究，对上述变更进行

评价。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可采用全身暴露指标来评价BA

和BE的化学创新药物口服制剂，非口服制剂（如透皮吸收制

剂、部分直肠给药和鼻腔给药的制剂等）也可参考本指导原

则。 

（一）生物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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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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循环的速度和程度。一般分为绝对生物利用度和相对生物

利用度。 

1.绝对生物利用度 

绝对生物利用度是以静脉制剂（通常认为静脉制剂生物

利用度为100%）为对照制剂获得的药物活性成分吸收进入体

内循环的相对量。 

2.相对生物利用度 

相对生物利用度是以其他非静脉途径给药的制剂（如片

剂和口服溶液）为对照制剂获得的药物活性成分吸收进入体

循环的相对量。 

在创新药开发期间通常采用BA研究评价变更前后两种

制剂的变化情况，同时还可通过BA研究获得变更后制剂的药

代动力学信息。一般应提供变更前后两种制剂的药代动力学

参数、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主要药动学参数AUC和Cmax几何

均值比及其90%置信区间等。 

变更前后的制剂在吸收速度或程度等药代动力学性质

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对变更后制剂或新给药方式的获益和

风险的评价。例如，变更后制剂的生物利用度明显高于或者

低于变更前，研究者需根据变化的程度考虑调整给药剂量；

当变更后制剂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变异明显大于变更前时，可

能会影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示变更前后两制剂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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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药物峰浓度（Cmax）和暴露量（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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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或有效性没有差异。例如，药物浓度达峰时间（Tmax）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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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剂的临床效应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提交额外的

数据分析，如以部分暴露量（partial AUC）、暴露-效应关系

或临床研究结果评价两制剂的BA。 

（二）生物等效性 

生物等效性（以PK为终点）是指在相似的试验条件下单

次或多次给予相同剂量的试验药物后，变更后制剂中药物的

吸收速度和吸收程度与变更前制剂的差异在可接受范围内。

一般情况下，BE研究的等效标准为变更前后两制剂的主要药

动学参数（AUC和Cmax）几何均值比的90%置信区间落在

80.00%~125.00%范围内。 

当变更前后两制剂不具有生物等效性时，申办者应基于

现有剂量-效应或暴露-效应数据说明吸收速度和程度的差异

对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当无充分证据

时，应考虑调整处方、改变生产工艺，或补充新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数据。 

（三）BA/BE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应用 

1.临床试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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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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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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药方案提供参考依据。如当创新药同时开发静脉和非静脉

给药剂型时，可通过绝对生物利用度研究获得非静脉给药途

径的绝对吸收百分数。 

2.上市前变更 

在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当发生变更时，应根据《创新药

（化学药）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等指导原则，同时结合对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安全性、

有效性等可能存在的影响，综合评估是否需要进行BA/BE研

究，如：  

（1）当早期和后期临床试验制剂不同； 

（2）当规格不同；  

（3）当拟上市制剂和关键临床试验制剂不同（应进行

BE研究）。 

3.上市后变更 

在药品批准上市后发生变更时，是否需要进行BE研究,

应参考《已上市化学药品药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等指导原则，并结合药品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二、人体BA/BE研究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推荐的BA/BE研究方法包括体内和体外的

方法。按照研究方法的评价效力，其优先顺序为药代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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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研究、药效动力学（PD）研究、临床研究以及体外

研究。 

（一）药代动力学研究 

通过测定生物基质（如血液、血浆、血清等）中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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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系统的速度和程度。通常采用PK终点指标Cmax和AUC进行

评价。 

创新药BA/BE研究所涉及的总体设计、样本量、受试者

选择、单次给药/多次给药（稳态）研究的选择、生物样品分

析、用于评价的PK参数、试验实施过程及数据统计分析的具

体要求等可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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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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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窄治疗指数药物生

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本指导原则

主要阐述创新药BA/BE研究的特殊考虑。 

1.预试验/正式试验 

申办者可在进行正式的BA/BE研究之前在少数受试者中

进行预试验。预试验旨在：（1）初步评价PK参数的变异性；

（2）确定能够获得足够把握度的样本量以进行正式的BA/BE

研究；（3）优化样品采集时间；（4）确定周期间的清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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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预试验的设计和实施是科学规范的，

且纳入了足够数量的受试者并得到可评价的PK数据，在方案

预先规定的情况下，则预试验结果可作为确证制剂BA/BE的

依据。 

2.研究设计 

一般推荐使用非重复交叉研究设计。对于长半衰期药物

（如消除半衰期≥24h），可选择采用平行研究设计。申办

者也可以采用其它研究设计进行创新药BA/BE研究，并提供

充分的科学依据。 

3.空腹或餐后条件下给药 

对于创新药BA/BE研究，通常在空腹条件下开展，这是

评价制剂间潜在差异最敏感的条件，空腹条件下可能有严重

安全性风险的，可开展餐后条件下的BA/BE研究。是否需开

展变更后制剂的食物影响研究，可参考《新药研发过程中食

物影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当变更后制剂拟用说明书明确仅可与食物同服或餐后

给药时，除开展与变更前制剂餐后条件下的BA/BE研究外，

还应开展变更后制剂的食物影响研究。 

4.给药剂量 

一般情况下，应采用最高规格制剂一个单位（如单片或

单粒）给药。如果最高规格制剂对健康受试者有安全性风险，

可纳入患者作为受试者，或采用较低规格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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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更前后制剂的规格不一致时，建议采用相同或相近

剂量给药（不超过临床拟用最大剂量）。若采用相近剂量给

药，且PK特征在给药剂量范围内呈线性，可采用剂量校正的

方法计算生物利用度。 

5.检测物质 

一般推荐测定原形药物，因为原形药物的药时曲线比活

性代谢产物能更灵敏地反映制剂间的差异。 

对于活性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进入体循环以前（如源自

首过效应或肠道内代谢等）并影响有效性或安全性的情况，

应同时测定原形药物以及活性代谢产物。 

对于原形药物浓度过低，不能在生物基质中进行可靠的

测定的情况，可仅测定活性代谢产物。 

（二）支持BA/BE的其他方法 

在药代动力学方法确实不可行时，也可以考虑进行PD研

究、临床研究以及体外研究等，但需充分证实所采用的方法

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常见剂型的BA/BE研究 

（一）口服溶液剂 

对于口服溶液、糖浆等溶液剂型，如满足以下条件则可

以豁免BA/BE研究： 

（1）制剂为真溶液状态； 

（2）溶液中不含影响药物吸收的辅料（如山梨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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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E等）。 

当口服溶液剂暴露于胃内容物或稀释使用时可能会产

生沉淀（如处方中含有潜溶剂、缓冲剂等），此类制剂的处

方变更应考虑进行体内研究。 

（二）常释制剂 

常释制剂包括片剂、胶囊、含片、咀嚼片、口崩片及舌

下片等，一般建议进行单剂量空腹BA研究和食物影响研究。

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进行多剂量BA研究。 

非常规剂型（如含片、咀嚼片、口崩片及舌下片等）应

根据拟用说明书给药。此外，可能需要进行此类产品完整吞

服的BA研究以评价意外吞服完整药品的影响。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若发生规格的变更，如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则可豁免BA/BE研究： 

（1）药物剂型相同，但规格不同； 

（2）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 

（3）各规格制剂在不同pH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 

此外，新增规格应考虑在PK特征呈线性的剂量范围内。 

（三）口服混悬剂 

口服混悬剂的研究技术要求与常释制剂相同。 

（四）调释制剂 

调释制剂包括延迟释放制剂和缓释制剂。调释制剂的

BA/BE研究相关要求参考《改良型新药调释制剂临床药代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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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调释制剂系指与普通制剂相比，通过技术手段调节药物

的释放速率、释放部位或释放时间的一大类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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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开展提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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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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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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内的特性： 

• 吸收的速度和程度 

• 稳态血药浓度波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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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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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时还需考虑重要的药效学指标。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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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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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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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对调释制剂进行体内体外相关性研究，如对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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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新药调

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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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较低规格。 

如果活性成分或调释制剂在治疗剂量范围内呈现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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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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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给药对比研究推荐在调释制剂拟定的一个给药间

隔内给予相应对照制剂，以达到相同的总剂量或相似的总暴

露量，对照制剂按照说明书用法给药（如以 100 mg 缓释制

剂每日一次给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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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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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代动力学参数进行评价，并

说明其合理性。同时应比较调释制剂和对照制剂的药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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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可充分证明其影响无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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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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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释制剂无明显蓄积（如单次给予

最高规格剂量的调释制剂后AUC0-τ至少覆盖AUC0-∞的 90%），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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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x,ss，

Cmax,ss，Cmin,ss，药物浓度波动度。多次给药研究也需采用最

有可能反映疗效和安全性的参数作为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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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并说明其合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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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口服调释制剂需开展食物影响研究，一般采用单次

给药试验评估食物对生物利用度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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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比较调释制剂的其他参数和药时曲线的形状是否有明显

变化，并阐述这些变化是否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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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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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状态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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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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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进餐前和进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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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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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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需进行不

同服药方式下的相对生物利用度研究。如含有微丸的缓释胶

囊的药物说明书中建议可将药物微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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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不同服药方式下的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 

（四）剂量比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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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的药代动力学特

征是否具有剂量比例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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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药物有蓄积，也可以通过

多次给药研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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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适应症或治疗指数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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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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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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优先考虑优化制剂，若无法避免，则需比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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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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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不同胃肠道生理条件的影响（例如转运时间、pH 值、

食物类型和食物摄入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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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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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部位

不限于身体某一区域，需研究不同给药部位对活性成分吸收

的影响，并评估给药部位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对于皮下/肌内储库型长效制剂或透皮贴剂，不仅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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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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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不到活性成分，从而

无法获得预期的药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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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给出科学的转换建议。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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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22 年第 2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aa4564491cd73c5e581dd228c8aee34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7 日 

   为指导和规范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修订了《药物非临

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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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7年发布的《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废止。 

   特此通告。 

   附件：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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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药物依赖性（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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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abuse potential）则是指某一具有中枢神

经系统活性的特定药物发生滥用的可能性。期望的精神效应

包括欣快感、幻觉和其他感知失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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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具有依赖性的药物，精神依赖性和躯体依赖性可能同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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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可能分离存在。此外，药物耐受性也是一种与药物滥

用可能相关的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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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诱导躯体依赖性或耐受性

的能力可能会影响其总体滥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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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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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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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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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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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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体主要代谢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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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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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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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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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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试物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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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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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的结合，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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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CNS 可能的作用位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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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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滥用/依赖性潜力有关的神经系统靶点/位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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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前被认为与滥用/依赖性潜力不相关的作用机制的新

药可能也会产生与滥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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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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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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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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原形药和具有 CNS 活性的人

体主要代谢产物（高于药物相关总暴露量的 10％）的血浆

峰值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药物作用起效时间和

终末半衰期（T½）。其他参数，例如曲线下面积（AU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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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利用度、CNS 浓度及药物清除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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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毒理学试验显示受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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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评估后认为受试物具

有 CNS 活性，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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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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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受体激动剂，可能不需再进行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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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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定受试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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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在动物体内是否能引起行为变化，从而提示人体是否可能

对受试物产生依赖性，是否有滥用风险。非临床安全性试验

中的一般行为学试验检测受试物是否影响或干扰一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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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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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是否需要进行人体依赖性/滥用潜力研究以及如何设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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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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性试验的给药剂量需基于人在拟最高治疗剂量时所产生

的暴露量进行设计。但是，根据受试物具体情况，如基于安

全性风险的担忧或其他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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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否满足要求，必要时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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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其他经验证过的依赖性试验，但

应提供合理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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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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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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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前述早期依赖

性潜力指征的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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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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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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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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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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剂量应基于人拟用最高治疗剂量产生的最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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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浓度（Cmax）进行设计，最高剂量产生的血药浓度应为临

床治疗剂量下血药浓度的若干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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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剂量应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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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评价依赖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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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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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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行为学试验的指标检测应在 Tmax 时进行，并另外

在 Tmax 前和后进行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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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每两天给药一

次，则产生耐受性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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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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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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包括运动行为观察（包括刻板行为）、转棒行为、翻

正反射、肌张力观察（如悬尾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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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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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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踏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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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在无药物立即过量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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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其他合适的精神依赖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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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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适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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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关联后，后者可获

得奖赏特性。这可使在不给予药物的情况下，动物仍表现出

对该特定环境的偏爱。 

CPP 试验与自身给药试验的不同之处为 CPP 试验不检

测药物的奖赏效果是否产生强化作用。CPP 试验也被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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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进行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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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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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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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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试验给药结束时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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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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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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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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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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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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察的试验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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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结合动

物的正常反应加以分析。 

3．应分析是否存在耐受性，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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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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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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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药物滥用的发生。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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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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采用其他经验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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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作用于 CNS 的新作用机制的受试物，应进行动物依赖性行为学试验。 

判断受试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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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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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适的试验 

进行动物依赖性行

为学试验 2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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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

（2022 年第 5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02c511b46bfa8c472fd6aad6e164557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07 日 

    为明确临床试验研究中随机分配设计和实施相关技术要求，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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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1月 4日 

 

 

 

 

附件：药物临床试验随机分配指导原则（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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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药物临床试验的随机分配（亦称随机分组）是指参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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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预测性，指受试者、研究者以及参与试验的其他相关

人员，均不应在随机分配实施前预先知晓或预测到治疗分配

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是机会均等，指在一定条件下(例如，

在分层随机中的一定条件是指同一层内)，每位受试者被分

配到同一治疗组的概率相等。同时注意，随机分配到不同治

疗组的概率可以相等（平衡设计），也可以不等（非平衡设计）。  

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随机分配过程可以使受试者的基

线特征（包括已知和未知的非研究因素）在治疗组间的分布

趋于相似，以期达到组间基线均衡。 

对于采用随机分配的临床试验而言，在试验数据的后续

分析中，随机分配是疗效归因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保障，为

定量评价药物的治疗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统计推断基础。与盲

法结合，在受试者的选择和分配时，随机化有助于避免因受

试者分配的可预测性而导致潜在的偏倚。  

随机分配表的生成、保存、使用及释放应有标准操作流

程（SOP），实际操作中，需严格按照既定的随机分配结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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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随机化流程；如果随机分配过程没有得到规范执行甚至被

破坏，将造成临床试验结果的严重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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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旨在为申办者及相关人

员能够在临床试验中对随机分配进行正确地设计和实施提

供指导性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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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参考。本指导原则仅代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随着研究和

认识的深入将予以修订完善。 

二、临床试验中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 

随机分配方法包括简单随机、区组随机、分层随机及适

应性随机等。不同的随机分配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申办者

应根据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随机分配方法。本章

节就临床试验中几种常用的随机分配方法加以阐述。 

（一）简单随机 

简单随机又称完全随机，是指以特定概率将受试者分配

到每个治疗组，分配到每个治疗组的概率可以相等（例如，

1:1 分配给试验组和对照组），也可以不等（例如，2:1 分配给

试验组和对照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各个治疗组的概率与

受试者的基线特征或预期结局等因素无关。 

简单随机分配具有以下性质：①对每位受试者进行独立

的随机分配；②每位受试者被分配到同一治疗组的概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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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简单随机分配只与样本量和分配比例有关。其优点是

操作简单、易于实施，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随机分配的不可预

测性。 

简单随机分配的缺点是，在各个时间段内入组受试者的

实际分配比例有可能不同，大多数临床试验是按时间顺序招

募的受试者，如果某个基线协变量为预后因素，且该协变量

在不同时间段入组的受试者间差异较大，采用简单随机分配

则可能导致该基线协变量在组间分布不均衡，从而引入偏倚。

例如，呼吸道疾病的基线症状在冬季往往比夏季更严重，采

用简单随机分配的实际分配结果可能是，在冬季入组的患者

试验组多，夏季入组的患者对照组多，从而造成组间基线症

状不均衡，进而影响疗效评估。另外，当试验样本量较少或

基于期中分析提前终止试验时，简单随机分配可能造成实际

分配比列明显偏离预先设定。 

（二）区组随机 

区组随机是指将受试者在每个区组内进行随机分配的

过程。区组长度（区组内计划入组的受试者数）可以相等，

也可以不等，关键是区组长度需保持盲态，不应在研究方案

中描述区组长度，除设定随机参数配置文件的人员外，受试

者、研究者以及参与试验的其他相关人员均不应知晓区组长

度。若区组长度的盲态保持遭到破坏将对试验造成严重偏倚

最终影响疗效评估。例如，非盲试验中，若研究者事先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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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长度，同一区组最后一位入组受试者的组别可在入组前

获知，从而导致研究者在入组受试者时的选择偏倚；双盲试

验中，当有受试者因严重不良事件而紧急破盲后，同一区组

剩余受试者的组别有较大可能被推理出。 

当随机分配结束时，如果某区组实际入组的受试者例数

小于该区组长度，则称该区组为碎片区组。如果一个研究中

的碎片区组数量较多，可能影响随机分配比例和组间基线均

衡性。因此，应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碎片区组。 

区组长度要适中，太长易因碎片区组导致组间分配不均

衡；太短则易造成同一区组内受试者分组的可预测性。为减

少可预测性，可考虑采用多个区组长度并随机设置，或采用

其他预测性更小的随机分配方法。 

与简单随机相比，区组随机可使同一时间段同一区组内

的受试者在各治疗组间的分配比例符合预设要求。当受试者

基线特征可能随入组时间变化，且完成所有受试者入组所需

的时间较长时，区组随机分配有助于减少季节、疾病流行等

客观因素对疗效评价的影响，也可减少因方案修订（例如入

选标准的修订）所造成的组间受试者比例失衡。 

需注意，理论上简单随机和区组随机可以有效地保障各

种已知的和未知的基线特征在组间的均衡性，但仍然有一定

的可能性观察到个别基线因素在组间分布不均衡。因此为了

预防可能出现重要基线因素在组间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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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把重要基线因素作为分层因素进行分层随机。 

（三）分层随机 

如果某些基线特征（例如，受试者的病理诊断、年龄、

性别、疾病的严重程度、生物标记物等）对药物的治疗效应

影响较大，一旦这些因素在组间分布不均衡，将影响试验结

果的评价。先按重要基线特征对受试者进行分层，然后在每

层内再进行独立的随机分配，即为分层随机。这些基线特征

被称为随机分层因素。在分层基础上，如果各层内采用区组

随机分配，则被称为分层区组随机。 

分层随机分配的优点在于，它能确保由分层因素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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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分层因素在组间的均衡性。 

分层随机中，若各层内采用简单随机分配，则有可能导

致组间分配比例偏离预先设定值。因此，可考虑采用分层区

组随机。尤其是当分层随机分配所构成的各个层的样本量不

能事先确定，而是基于实际入组情况而定时，若层内采用简

单随机分配，往往无法保证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实际随机分配

比例符合预先设定，并有可能导致组间基线协变量失衡（当

某些层的实际入组受试者较少时更易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为保证各层内组间分配比例符合预设及组间基线均衡，建议

采用分层区组随机。 

如果分层因素较多，随机化的层数将呈指数级增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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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配结束时，可能会导致某些层的受试者过少，造成某

些层受试者的实际组间分配不均衡，甚至都在一个组别中；

也可能引起其他因素在组间分布不均衡；若采用分层区组随

机可能产生较多的碎片区组；以上情况均可能影响统计分析

结果。因此申办者应慎重选择分层因素，应就分层因素的选

择及层的划分提供依据并阐明合理性，应注意避免选择并不

重要的分层因素而忽略其他重要因素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

情形。当使用分层随机分配时，应当在统计分析时对分层因

素加以考虑。 

（四）适应性随机 

适应性随机是指根据已经入组的受试者信息来调整当

前受试者被分配到不同治疗组概率的随机分配过程。与上述

随机分配方法不同的是，适应性随机对当前受试者的随机分

配依赖于已入组受试者的信息。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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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随机无法通过提前制作随机分配表的方式来实

现，需要通过程序或软件来实现。适应性随机可能有增加 I

类错误率的风险，应谨慎使用。若采用，申办者应充分说明

其合理性，并考虑使用合理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随机检验

或置换检验）及对 I 类错误率等方面的影响，随机分配过程

和使用的程序需存档以备监管机构审核。 

1.协变量适应性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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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是指当前受试者的分配，部分或

者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基线特征及已入组受试者的基线特

征和随机分配结果。常用的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方法是最

小化法，即将当前受试者以较高的概率随机分配至能够使得

组间基线协变量不均衡性最小的组别；这一概率须事先确定，

并应阐明分组概率的计算方法。协变量的选择原则同分层随

机。 

与简单随机相比，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可增加治疗分配的

可预测性，应注意采用合适的方法减少可预测性。与分层随

机相比，协变量适应性随机能均衡更多的分层因素，但过多

的分层变量可能导致随机分配的变异减少，增加可预测性。

另需注意使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随机检验或置换

检验），并注意避免增加 I 类错误率。  

2.应答适应性随机  

应答适应性随机是指新纳入的受试者的随机分配概率

根据已随机受试者的治疗结局而改变，适合能较快确定临床

结局的试验。常用的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方法是“胜者优先”

法。 

应答适应性随机是存在争议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不能

用无法得出结论的期中分析结果改变正在进行的试验的随

机分配；同时现有的用于应答适应性随机的统计分析方法，

均基于一些难以验证的假设。统计分析应考虑试验设计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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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说明统计分析方法的合理性。 

三、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的实施和管理 

为了确保临床试验的完整性，随机分配方法和过程中的

必要细节（例如随机分配比例、分层因素等要素），设盲方式

（双盲、单盲或非盲）和盲态维护方式（例如，紧急破盲流

程、破盲受试者后续的处理和评价、锁库后揭盲流程、非盲

人员管理等）应在研究方案中阐明。对于单盲或非盲试验，

需在研究方案中提供依据以说明采用单盲或非盲的合理性，

并描述偏倚控制措施。研究方案不可涉及对随机分配不可预

测性产生影响的参数和技术细节（例如随机种子数、区组长

度等）。此外，专业人员应根据临床研究方案制定随机分配参

数配置文件，该文件中需包含实现随机分配所需的必要细节

和参数（例如随机分配方法、随机分配比例、分层随机中的

分层因素以及区组随机中的区组长度等）。 

正确实施随机分配和设盲是避免临床研究产生偏倚的

重要保障，所以通常要建立一套 SOP 来指导随机分配的实施

和盲态的管理。在临床试验的具体实施中，主要是通过预制

随机分配表并通过随机分配系统（通常为交互式应答系统）

来实现随机分配，适应性随机可通过与选用随机分配方法匹

配的计算机程序和随机分配系统来实现随机分配。 

临床试验的随机分配表记录了依次入组受试者的随机

分配结果，随机分配表应可重现。在临床试验中，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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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应该是一份独立的文件，需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独立于

研究的人员在临床试验开始前，根据临床研究方案和随机分

配参数配置文件来生成。生成随机分配表的人员不应参与临

床试验的实施、管理和分析。为了保持试验的完整性并避免

随机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倚，正式的随机分配表（包括非盲试

验）应由第三方外包公司的专业人员或申办者防火墙内专业

人员制作，申办者防火墙内专业人员应与研究项目保持完全

独立，并具有合理的组织架构和流程以确保防火墙内专业人

员的独立性。适应性随机分配中随机种子的选择也应由第三

方外包公司的专业人员或申办者防火墙内专业人员来完成，

并进行存档，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严格保密。正式的随机

分配表、随机种子数应在对应的严格限定权限的电子系统中

存档，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严格保密和封存。对于非盲的

临床试验，为避免偏倚的产生，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随机分

配表也应严格保持盲态。对随机分配结果不可预测性产生影

响的参数和技术细节（特别是种子数，区组长度等）应封存

并保持盲态，泄露将会影响随机化的不可预测性，增加破盲

风险，甚至导致试验失败。在临床操作中，研究者应严格遵

循随机分配结果，任何偏离都应该如实记录，以待锁库前进

行评估。  

随机分配系统是研究过程中实现受试者随机分组的关

键性工具。使用的随机分配系统应经过系统验证，并严格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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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各种随机化算法的正确性。申办者应在相关文件中描述所

用的系统、软件、程序、版本等信息。 

为了保证随机分配系统按预定的随机分配方法进行分

组，在临床研究正式开始前，建议相关专业人员使用测试用

随机分配表或测试用适应性随机程序，对系统进行全面的用

户验收测试。  

在盲法研究中，除上述章节中描述的受试者随机分配表

外，还需单独制作一份药物编码表，以对研究药物进行随机

编盲。研究药品需按照方案规定要求进行包装。药物编码表

的生成和维护，药物随机分配系统的建立（例如，有关试验

药物的供应链管理、发放等功能及流程）和测试遵循前述章

节中同样的要求。为避免研究药物的准备、编码和供应管理

过程中出现破盲，申办者应制定相关操作流程的 SOP，详细

规定所使用药物标签格式的要求、参与药物编盲人员的要求、

编盲材料和盲底材料管理及存档要求、研究中心药物供应和

补充流程等。 

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需进行揭盲分析（例如阶段性疗

效或安全性分析、期中分析等），建议在临床试验方案中规定

参与揭盲分析的人员和揭盲流程，并对盲底信息的管理加以

说明。如有必要，可以在相关文件中进一步阐述更多细节。

同时，对于临床试验中的任何揭盲行为（包括临床研究过程

中的揭盲，和临床研究结束后的正式揭盲）均应保留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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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记录并存档。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揭盲原因、揭盲申请

批准记录、揭盲时间、揭盲地点、揭盲人员、揭盲数据内容、

揭盲后的盲底材料或信息的处理等。  

研究结束后，申办者需将上述随机分配参数配置文件、

随机分配表的生成和管理的相关记录文档、药物编码表的生

成和管理的相关记录文档、揭盲相关记录文档归档以备监管

机构审核。对于采用随机分配的注册研究，申办者有责任确

保在锁库后，通过随机分配表/程序和随机分配系统对随机分

配过程进行重现。根据 ICH E3 的要求，在临床研究报告附

件中应包含随机化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受试者编号、随机编

号、分配的治疗组别等信息。  

四、其他考虑 

（一）试验设计时的相关考虑 

申办者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合理选择随机分配方法，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组间分配比例，组间均衡性

并兼顾不可预测性，分层因素的选择是否合适等。 

在试验设计时，申办者应决定随机分配方法和形式，并

在试验方案中说明其合理性。若各中心的同质性能够得以保

证，建议采用中央随机形式实施随机分配，即所有研究中心

在同一系统上基于同一随机编码表进行随机分配；尤其当研

究中心较多，样本量较小，各中心间竞争入组，或试验为非

盲试验时，中央随机形式更有利于维护不可预测性和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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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机分配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随机分配实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随机分

配实现的方法与事先指定的方法应一致；应有随机分配算法

正确性的验证报告，以确保算法准确无误；受试者编号应唯

一并准确无误；对于分层随机分配、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

和应答适应性随机分配等方法，受试者的分层因素和试验结

局等信息应准确无误；对于通过非盲态人员进行药物准备以

实现盲法的试验，应有相应的 SOP 以避免组别信息的泄露。

正式的随机分配表等关键信息，应制定独立审核流程。 

随机分配和药物分配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人为错误。

为了避免随机分配错误的发生，可通过模拟受试者入组以预

防随机化实施错误，随机分配实施的说明文件应尽可能的预

测可能的人为错误类型并提前制定相关防范措施。对随机化

实施过程中的非预期事件应有紧急应对措施。并在临床试验

的各个阶段仔细监测随机分配过程。 

（三）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模型与所采用的随机分配方法有关，例如，采

用分层随机分配或协变量适应性随机分配方法时，模型中应

考虑分层因素。当申办者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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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配方法时，应考虑采用稳健的

统计分析方法并进行充分的敏感性分析。若方案中涉及组间

比较的期中分析，需由数据监查委员会（DMC）执行；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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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应根据实际分组进行比较的汇总分析。 

（四）与监管机构的沟通 

当申办者与监管机构沟通关键性临床研究方案时，鼓励

就临床试验设计中有关随机分配的关键问题与监管机构进

行沟通，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随机分配方法选择，盲法实现

方法和盲态维护措施，期中分析的必要性，I 类错误率控制等

方面。 

当申办者计划采用适应性随机分配时，应在沟通方案时

与监管机构就适应性随机分配方法选择、参数设置等相关内

容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进行沟通前，申办者应向监管

机构预先提供试验方案等相关资料。 

在试验过程中，若随机分配发生变更，申办者应及时与

监管机构沟通，申办者应提供变更的充分依据并评估变更对

试验完整性、I 类错误率、统计分析等各方面的影响。同样，

在随机分配执行过程中遇到系统性问题时，应充分评估随机

分配问题对试验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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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中文                     英文 

简单随机 Simple Randomization 

完全随机                 Complete Randomization 

区组随机                 Block Randomization 

非盲 Open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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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者优先            Play-the-Winner, PW 

用户验收测试 User Acceptance Testing , UAT 

随机检验                 Randomization Test 

随机分配参数配置文件     Randomization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置换检验 Permutation Test 

中央随机 Central Randomization 

最小化法 Minimization 

数据监查委员会 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 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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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批）的通告

（2022 年第 2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111084200136.html 发布日期：2022年 0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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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批） 

 国家药监局 

  2022年 1月 7 日 

 

附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年第 2号通告附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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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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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阿法骨化醇滴剂 Alfacalcidol Drops 
2μg/ml（10ml/瓶，

20ml/瓶） 
LEO Pharma A/S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0-2 
枸橼酸钠血滤置

换液 

Hemofiltration 
Replacement Solution 
of Sodium Citrate 
Hemofiltration 

Replacement Fluid of 
Sodium Citrate 

5000ml 
Baxter Holding 

B.V./Gambro Lundia 
AB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0-3 水飞蓟素胶囊 
Silymarin 

Capsules/Legalon 
（利加隆） 

140mg 
MEDA PHARMA GMBH & 

CO.K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0-4 
盐酸普萘洛尔缓

释胶囊 

Propranolol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INDERAL LA 

60 mg 
ANI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5 
盐酸普萘洛尔缓

释胶囊 

Propranolol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INDERAL LA 

80 mg 
ANI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6 奈拉滨注射液 
Nelarabine injection/ 

Arranon 
250mg/50mL
（5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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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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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复方硫酸钠片 

Sodium sulfate, 
magnesium sulfate, and 
potassium chloride 

Tablets 

每片含硫酸钠
1.479g，硫酸镁
0.225g，氯化钾

0.188g 

Braintree 
Laborato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8 聚乙二醇 3350散 
Polyethylene Glycol 

3350/MiraLAX 
17g/袋 

Bayer Healthcare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9 二十二醇乳膏 Docosanol cream 10% GlaxoSmithKlin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10 
醋酸亮丙瑞林注

射液 

Leuprolide Acetate for 
Injection/LEUPROLIDE 

ACETATE 

1mg/0.2ml
（14mg/2.8ml） 

Sandoz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11 
盐酸维纳卡兰注

射液 

Vernakalant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Brinavess 

25ml:500mg Correvio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12 
盐酸维纳卡兰注

射液 

Vernakalant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Brinavess 

10ml:200mg Correvio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13 
盐酸氨酮戊酸口
服溶液用粉末 

Gliolan 30 mg/ml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5-aminolevuli
nic acid 

hydrochloride/ Gliolan 

1.5g（以 5-ALA HCl
计） 

Me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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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 
马来酸甲麦角新

碱注射液 

Methylergonovine 
Maleate Injection/ 

Methergin 
1ml:0.2mg 

Novart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15 昂丹司琼口崩片 
Ondansetro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4mg Novarti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16 昂丹司琼口崩片 
Ondansetro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8mg Novarti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17 
盐酸多奈哌齐口

服凝胶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Oral 

Jelly/Aricept 
3mg エーザイ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18 
盐酸多奈哌齐口

服凝胶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Oral 

Jelly/Aricept 
5mg エーザイ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19 
盐酸多奈哌齐口

服凝胶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Oral 

Jelly/Aricept 
10mg エーザイ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20 
阿仑膦酸钠水合
物口服凝胶 

Alendronate Sodium 
Hydrate Oral 
Jelly/Bonalon 

35mg 
帝人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21 
辛酸拉尼米韦吸

入粉雾剂 

Laninamivir Octanoate 
Dry Powder 

Inhaler/Inavir 

20mg（按辛酸拉尼米
韦计）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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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 氟比洛芬贴剂 
Flurbiprofen 

Patches/Zepolas 
20mg/贴 三笠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23 氟比洛芬贴剂 
Flurbiprofen 

Patches/Zepolas 
40mg/贴 三笠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24 
氢溴酸依他佐辛

注射液 

Eptazocine 
Hydrobromide 

Injection/Sedapain 

1ml:15mg（以依他佐
辛计） 

日医工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25 
乌拉地尔缓释胶

囊 

Urapidil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30mg Taked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0-26 
乌拉地尔缓释胶

囊 

Urapidil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60mg Taked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0-27 
乌拉地尔缓释胶

囊 

Urapidil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90mg Taked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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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rmaceutical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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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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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rmaceutical 

Co.,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0-30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Samsca（苏麦
卡） 

15mg 
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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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 替格瑞洛片 
Ticagrelor 

Tablets/Brilinta 
60mg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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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2 替格瑞洛片 
Ticagrelor 

Tablets/Brilinta 
90mg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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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 瑞卢戈利片 
Relugolix 

Tablets/Orgovyx 
120mg 

Myovant Sciences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34 
盐酸文拉法辛缓

释胶囊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Efexor XR 

Eq 75mg Base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35 
盐酸文拉法辛缓

释胶囊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Efexor XR 

Eq 150mg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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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 肾上腺素注射液 
Epinephrine 

Injection/Symjepi 
0.3ml:0.3mg Adamis Pharm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37 肾上腺素注射液 
Epinephrine 

Injection/Symjepi 
0.3ml:0.15mg Adamis Pharm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38 达肝素钠注射液 
Dalteparin Sodium 
Injection/Fragmin 

2,500IU/0.2ML(12,
500IU/ML)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39 
酒石酸托特罗定

缓释胶囊 

Tolterodine Tartr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Detrol LA 

2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40 
酒石酸托特罗定

缓释胶囊 

Tolterodine Tartrate 
Extended Release 
Capsules/Detrol LA 

4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41 阿瑞匹坦胶囊 
Aprepitant Capsules/ 

Emend 
80mg Merck And Co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42 阿瑞匹坦胶囊 
Aprepitant Capsules/ 

Emend 
125mg Merck An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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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3 氟哌啶醇片 Haloperidol Tablets 2mg 
Mylan 

Pharmaceuticals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44 氯化钾缓释片 

Potassium 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USP/ Klor-Con 
M 

20mEq 
Upsher Smith 

Laboratories LL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0-45 氯化钾缓释片 

Potassium 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USP/ Klor-Con 
M 

10mEq 
Upsher Smith 

Laboratories LLC 
 美国橙皮书 

50-46 
盐酸二甲双胍缓
释片（Ⅲ）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500mg LUPIN LTD  美国橙皮书 

50-47 
雷贝拉唑钠肠溶

片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Pariet 

10mg Eisai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48 
雷贝拉唑钠肠溶

片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Pariet 

20mg Eisai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49 注射用硼替佐米 
Bortezomib For 

Injection/Velcade 
3.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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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 尼洛替尼胶囊 
Nilotinib 

Capsules/Tasigna 
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1 尼洛替尼胶囊 
Nilotinib 

Capsules/Tasigna 
1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2 尼洛替尼胶囊 
Nilotinib 

Capsules/Tasigna 
20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3 
注射用醋酸地加

瑞克 
Degarelix Acetate for 
Injection/Firmagon 

80m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4 
注射用醋酸地加

瑞克 
Degarelix Acetate for 
Injection/ Firmagon 

120m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5 磷酸芦可替尼片 
Ruxolitinib Phosphate 

Tablets /Jakavi 
15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6 磷酸芦可替尼片 
Ruxolitinib Phosphate 

Tablets /Jakavi 
20mg 

Novartis Euro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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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7 
盐酸齐拉西酮胶

囊 

Ziprasido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Zeldox 

20mg（按齐拉西酮
计）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0-58 
加巴喷丁口服溶

液 
Gabapentin Oral 

Solution/Neurontin 
5% 

富士製薬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59 卢立康唑乳膏 
Luliconazole 
Cream/Lulicon 

1%（5g） 
サン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60 卢立康唑乳膏 
Luliconazole 
Cream/Lulicon 

1%（10g） 
サン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61 聚卡波非钙片 
Polycarbophil Calcium 
Tablets / Colonel 

500mg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62 
注射用盐酸吡柔

比星 

Pir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Therarubicin 

10mg（按 C32H37NO12

计） 
Meiji Seika ファル

マ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0-63 
注射用盐酸吡柔

比星 

Pir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 
/Therarubicin 

20mg（按 C32H37NO12

计） 
Meiji Seika ファ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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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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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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 
聚甲酚磺醛阴道

栓 

Policresulen Vaginal 
Suppositories 

/Albothyl 
90mg Taked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8-94 门冬氨酸钾片 
Potassium Aspartate 

Tablets/ASPARA 
Potassium 

0.3g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 
ニ プロ ES 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Nipro 
ES Pharma Co., 

Ltd.） 

日本橙皮书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商ニ 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Nipro ES 
Pharma Co., 

Ltd.） 

8-190 吲哚布芬片 
Indobufen Tablets/ 

Ibustrin 
0.2g 

Pfizer Italia S.r.l 
/Laboratórios 
Pfizer, Lda.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Laboratórios 

Pfizer, 
Lda.，不限定

上市国 

22-41
9 

盐酸文拉法辛缓
释胶囊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Efexor XR 

37.5mg（以文拉法辛
计） 

WYETH 
PHARMACEUTICALS 

LLC/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UPJOHN US 2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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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cure AS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商
Photocure 

ASA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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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9 
脂溶性维生素注
射液（Ⅰ） 

Fat-Soluble Vitamin 
Injection（Ⅰ） 

1ml:维生素 A 
69μg、维生素 D2 

1.0μg、dl-α-生育
酚 640μg、维生素
K120μg。（10ml） 

Fresenius Kabi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不限定商品名 

26-30 
脂溶性维生素注
射液（Ⅱ） 

Fat-Soluble Vitamin 
Injection（Ⅱ） 

1ml:维生素 A 
99μg、维生素 D2 

0.5μg、dl-α-生育
酚 910μg、维生素
K1 15μg。（10ml） 

Fresenius Kabi 未进口原研药品 不限定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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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五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435a5b0f0ce55bffe47696c95747ee7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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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批参比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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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27日～2022年 2月 14日（10 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2年 1月 27日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五批）》（征求意见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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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5a5b0f0ce55bffe47696c95747ee7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b098484e990733f5208fdfa52786d95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b098484e990733f5208fdfa52786d95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eb32852b8a58f92a62c0a7e3929b1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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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五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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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硝酸甘油喷雾剂 

Nitroglycerin 

Spray/Nitrolingual 

（保欣宁） 

每喷剂量 48mg 含有

0.4mg硝酸甘油 

德国保时佳大药厂

/G. Pohl-Boskamp 

Gmbh & Co.KG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5-2  地诺前列酮栓 

Dinoprostone 

Suppositories/Propess

（欣普贝生） 

10 m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Lt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5-3  雌二醇凝胶 
Estradiol 

Gel/Oestrogel（爱斯妥） 
0.06% 

Besins Healthcare 

Benelux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5-4  
右旋糖酐羟丙甲

纤维素滴眼液 

Dextran And 

Hypromellose Eye 

Drops/Bion Tears 

0.4ml：右旋糖酐 70 

0.4mg与羟丙甲纤维

素 1.2mg 

Alcon Eye Care Uk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5-5  
右旋糖酐羟丙甲

纤维素滴眼液 

Dextran And 

Hypromellose Eye 

Drops/Naturale Tears 

II 

15ml：右旋糖酐 70 

15mg与羟丙甲纤维

素 2910 45mg 

Alcon NV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5-6  
盐酸万古霉素口

服溶液 

Vancomycin 

Hydrochloride For Oral 

Solution/Firvanq Kit 

25mg/ml,150ml Az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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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盐酸万古霉素口

服溶液 

Vancomycin 

Hydrochloride For Oral 

Solution/Firvanq Kit 

50mg/ml,150ml Azurity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8  
螺内酯口服混悬

液 

Spironolactone Oral 

Suspension 
25mg/5ml Cmp Development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9  
磷酸卡维地洛缓

释胶囊 

Carvedilol Phosphat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Coreg Cr 

10mg 

Woodward Pharma 

Services 

LLC/Glaxosmithklin

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0  
磷酸卡维地洛缓

释胶囊 

Carvedilol Phosphat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Coreg Cr 

20mg 

Woodward Pharma 

Services 

LLC/Glaxosmithklin

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1  
磷酸卡维地洛缓

释胶囊 

Carvedilol Phosphat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Coreg Cr 

40mg 

Woodward Pharma 

Services 

LLC/Glaxosmithklin

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2  
磷酸卡维地洛缓

释胶囊 

Carvedilol Phosphat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Coreg Cr 

80mg 

Woodward Pharma 

Services 

LLC/Glaxosmithklin

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3  
盐酸拉贝洛尔氯

化钠注射液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In 

Sodium Chloride 

100mg/100ml

（1mg/ml） 

Hik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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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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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4  
氟[18F]比他班注

射液 

Florbetaben F-18 

Injection/Neuraceq 

30ml

（1.4-135mci/ml）

/50-5000mbq/ml 

Life Molecular 

Imaging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5  
复方匹可硫酸钠

口服溶液 

Sodium Picosulfate, 

Magnesium Oxide, And 

Anhydrous Citric Acid 

Oral Solution/Clenpiq 

每瓶含匹可硫酸钠

10mg、氧化镁 3.5g、

无水枸橼酸 12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6  生理氯化钠溶液 
Sodium Chloride 

Irrigation  
500ml 

B. Braun Medical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7  注射用氯解磷定 

Pralidoxime Chloride 

For Injection/Protopam 

Chloride 

1000mg/瓶 

Baxter Healthcare 

Corp Anesthesia And 

Critical Care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8  非诺贝特胶囊 
Fenofibrate 

Capsules/Antara 
43mg Lupi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19  非诺贝特胶囊 
Fenofibrate 

Capsules/Antara 
130mg Lupi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0  
注射用苯磺酸瑞

马唑仑 

Remimazolam Besylate 

For Injection/Byfavo 

20mg（按瑞马唑仑

计） 
Acacia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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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  布洛芬注射液 
Ibuprofen 

Injection/Caldolor 

800mg/200ml

（4mg/ml） 

Cumberland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2  盐酸他喷他多片 

Tapentadol 

Hydrochloride 

Tablets/Nucynta 

50mg 
Collegium 

Pharmaceutical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3  盐酸他喷他多片 

Tapentadol 

Hydrochloride 

Tablets/Nucynta 

100mg 
Collegium 

Pharmaceutical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4  二氟尼柳片 Diflunisal Tablets 500mg 
Teva 

Pharmaceuticals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5  
地塞米松磷酸钠

滴眼液 

Dexamethasone Sodium 

Phosphate Ophthalmic 

Solution 

0.10% 

Bausch And Lomb 

Pharmaceuticals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5-26  
茚达特罗莫米松

吸入粉雾剂（I） 

Indacaterol Acetate 

And Mometasone Furo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tectura® 

Breezhaler® 

150ΜG/80ΜG  
Novartis Euro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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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7  
茚达特罗莫米松

吸入粉雾剂（Ⅱ） 

Indacaterol Acetate 

And Mometasone Furo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tectura® 

Breezhaler® 

150ΜG/160Μ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5-28  
茚达特罗莫米松

吸入粉雾剂（Ⅲ） 

Indacaterol Acetate 

And Mometasone Furoate 

Powder For 

Inhalation/Atectura® 

Breezhaler® 

150ΜG /320Μ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5-29  多索茶碱糖浆 
Doxofylline 

Syrup/Ansimar 
100ml：2g 

Abc Farmaceutici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5-30  
索利那新坦索罗

辛缓释片 

Solifenacin Succinate 

And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 / Vesomni 

每片含琥珀酸索利

那新 6mg与盐酸坦

索罗辛 0.4mg 

Astellas Pharma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5-31  
普罗雌烯阴道用

软胶囊 

Promestriene Vaginal 

Soft Capsules/ 

Colpotrophine 

10mg 
Theramex Ireland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5-32  
利福平口服混悬

液 

Rifampin Oral 

Suspension/Rifadin 
100mg/5ml San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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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  
硼（10B）法仑注

射液 

Borofalan（10B） 

Injection/Steboronine 
9000mg/300ml 

ステラ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34  
复方右旋糖酐 40

注射液 

Compound Dextran 40 

Injection/低分子デキ

ストラン L 注 

250ml:右旋糖酐

(40)25g,氯化钙

0.05g,氯化钾

0.075g,氯化钠

1.5g,L-乳酸钠

0.775g。 

株式会社大塚製薬工

場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35  碳酸钙片 
Calcium Carbonate 

Tablets/Caltan 
500mg 

マイラン製薬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36  

中性腹膜透析液

（碳酸氢盐

-G1.5%） 

Reguneal Hca 1.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37  

中性腹膜透析液

（碳酸氢盐

-G2.5%） 

Reguneal Hca 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38  

中性腹膜透析液

（碳酸氢盐

-G4.25%） 

Reguneal Hca 4.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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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9  

中性低钙腹膜透

析液（碳酸氢盐

-G1.5%） 

Reguneal Lca 1.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レギュニール 

Lca 1.5 腹膜透析液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0  

中性低钙腹膜透

析液（碳酸氢盐

-G2.5%） 

Reguneal Lca 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レギュニール 

Lca 2.5 腹膜透析液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1  

中性低钙腹膜透

析液（碳酸氢盐

-G2.5%） 

Reguneal Lca 2.5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レギュニール 

Lca 2.5 腹膜透析液 

2000ml

（725ml/1275ml） 
バクスタ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2  
醋酸维持液（含

葡萄糖） 

Acetic Acid 

Maintenance Solution 

(Containing Glucose) 

2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3  
醋酸维持液（含

葡萄糖） 

Acetic Acid 

Maintenance Solution 

(Containing Glucose) 

5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4  维生素 B12滴眼液 
Vitamin B12 Eye Drops/ 

Sancoba 
0.02%（5ml:1mg） 参天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5-45  甲硝唑栓 
Metronidazole 

Suppositories/Flagyl 
0.5g 

Sanofi-Aventis 

France 
未进口原研药品 法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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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6  注射用舒巴坦钠 
Sulbactam Sodium For 

Injection/ Combactam  
0.5g 

Pfizer Pharma Pf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5-47  注射用舒巴坦钠 
Sulbactam Sodium For 

Injection/ Combactam  
1.0g 

Pfizer Pharma Pf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5-48  莫纳皮拉韦胶囊 
Molnupiravir 

Capsules/Lagevrio 
200mg 

Merck Sharp & Dohme 

(UK)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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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确

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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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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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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  
奈妥匹坦帕洛

诺司琼胶囊 

Netupitant and 

Palonosetron 

Hydrochloride 

Capsules/Akynzeo 

（奥康泽） 

每粒硬胶囊含奈

妥匹坦 0.3g（0.1g/

片×3 片）和盐酸帕

洛诺司琼 0.5mg

（以 C19H24N2O

计，软胶囊 1 粒） 

Helsinn Healthcare SA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5-50  美沙拉秦栓 

Mesalazine 

Suppositories/ Pentasa 

（颇得斯安） 

1 g Ferring GmbH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5-51  
枸橼酸西地那

非片 

Sildenafil Citrate Tablets/ 

Revatio 

（瑞万托） 

20mg（以

C22H30N6O4S 计） 
Upjohn EESV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5-52  
肾上腺素注射

液（预充式） 

Epinephrine 

Injection/Epipen 
0.3mg/0.3mL Mylan Specialty L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3  
肾上腺素注射

液（预充式） 

Epinephrine 

Injection/EpiPen Jr 
0.15mg/0.3mL Mylan Specialty L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4  
富马酸喹硫平

片 

Quetiapine Fumarate 

Tablets/ Seroquel 
40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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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  
枸橼酸托法替

布片 

Tofacitinib Citrate 

Tablets /Xeljanz 
10mg Pf Prism CV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6  
氨氯地平阿托

伐他汀钙片 

Amlodipine Besylate and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Caduet 

10mg/20mg（以氨

氯地平/阿托伐他

汀计） 

Pharmacia And Upjohn 

Co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7  氯沙坦钾片 
Losartan Potassium 

Tablets/ Cozaar 
25mg  

Organon Llc A Sub Of 

Organon And Co.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8  
硝酸甘油舌下

片 

Nitroglycerin Sublingual 

Tablets/Nitrostat 
0.3mg Upjohn US 1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59  
硝酸甘油舌下

片 

Nitroglycerin Sublingual 

Tablets/Nitrostat 
0.4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0  
盐酸罗哌卡因

注射液 

Ropivaca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Naropin 

400mg/200ml

（2mg/ml） 
Fresenius Kabi US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1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5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2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50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3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75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4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100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5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1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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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6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25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7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300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8  
注射用厄他培

南 

Ertapenem for 

Injection/Invanz 

1g（以厄他培南

计）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69  
盐酸缬更昔洛

韦颗粒 

Valganciclovir 

Hydrochloride for 

solution，oral/ Valcyte 

50mg/ml Hoffmann La Roch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70  
奥卡西平口服

混悬液 

Oxcarbazepine Oral 

Suspension/ Trileptal 
300mg/5mL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5-71  
头孢羟氨苄干

混悬剂 

Cefadroxil for 

Suspension / Cefadroxil 
250mg/5ml Lupin Ltd  美国橙皮书 

55-72  
硫酸沙丁胺醇

片 
Salbutamol Tablets 2mg 

Mylan Ins Titutional 

Inc  
美国橙皮书 

55-73  
注射用甲泼尼

龙琥珀酸钠 

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 for 

injection 

40mg（以 C22H30O5

计） 
Pfizer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5-74  布瑞哌唑片 
Brexpiprazole 

Tablets/Rexulti 
1mg 大塚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5-75  布瑞哌唑片 
Brexpiprazole 

Tablets/Rexulti 
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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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6  
注射用甲磺酸

萘莫司他 

Nafamostat Mesilate for 

Injection  
100mg 

日医工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5-77  米格列奈钙片 
Mitiglinide Calcium 

Tablets/Glufast 
10mg 

KISSEI 

PHARMACEUTICAL 

CO.,LTD. / 

キッセイ薬品工業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5-78  地诺孕素片 Dienogest Tablets 0.5mg 持田制药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5-79  
注射用盐酸伊

达比星 

Id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Zavedos  
5mg Pfizer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国上市 

55-80  
注射用盐酸伊

达比星 

Idarubicin Hydrochloride 

for Injection/Zavedos  
10mg Pfizer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国上市 

8-262 琥乙红霉素片 

Erythromycin 

Ethylsuccinate Tablets/ 

Erythrocin A 

500mg 

Amdipharm UK 

Limited/Amdipharm 

Limited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Amdipharm 

Limited，不限定上

市国 

10-177 
盐酸拉贝洛尔

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s/TRANDATE 
50mg 

Aspen Japan K.K./サン

ド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Sandoz Pharma 

K.K.）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サンド

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Sandoz Pharma 

K.K.）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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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8 
盐酸拉贝洛尔

片 

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s/TRANDATE 
100mg 

Aspen Japan K.K./サン

ド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Sandoz Pharma 

K.K.）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サンド

ファーマ株式会社

（Sandoz Pharma 

K.K.） 

21-84 地奈德乳膏 
Desonide Cream/ 

Desonide 
0.05% 

Perrigo New York 

Inc/Padag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Padagis 

US LLC  

23-141 
多种维生素注

射液（13） 

Multiple Vitamins 

Injection/Infuvite Adult 

成人型（单剂量及

多剂量包装） 

Sandoz Inc/Sandoz 

Canada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文名称由Multiple 

Vitamins For 

Infusion 更新为

Multiple Vitamins 

Injection，增加持证

商 Sandoz Canada 

Inc. 

26-106 
依折麦布阿托

伐他汀钙片 

Ezetimibe and 

Atorvastatin Calcium 

Trihydrate Tablets 

10mg/10mg 

Merck Sharp & 

Dohme/Organon 

Healthcar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Organon Healthcare 

GmbH 

26-107 
依折麦布阿托

伐他汀钙片 

Ezetimibe and 

Atorvastatin Calcium 

Trihydrate Tablets 

10mg/20mg 

Merck Sharp & 

Dohme/Organon 

Healthcar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Organon Healthcare 

GmbH 

26-169 
盐酸多巴胺注

射液 

Dopa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5ml:200mg 

Hospira UK Limited / 

Pfizer Healthcare 

Irelan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Pfizer 

Healthcare Ireland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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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6 
丁溴东莨菪碱

注射液 

Scopolamine 

Butylbromide Injection/ 

Buscapina/Buscopan 

1ml:20mg 
Sanofi-aventis/Sanofi/A

ventis/Sanofi S.p.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Sanofi 

S.p.A.  

32-52 阿普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s/Otezla 
30mg 

Celgene Europe 

B.V./Amgen Europe 

B.V.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Amgen 

Europe B.V. 

46-24 地奈德软膏 Desonide Ointment 0.05%(w/w) 
Perrigo New York 

Inc/Padag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Padagis 

US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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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

确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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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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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1  

整蛋白型

肠内营养

剂（粉剂） 

Intacted Protein 

Enteral Nutrition 

Powder/ 

Nutrison(能全素) 

320g/听 Milupa Gmbh  
国内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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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2  
吲哚美辛

巴布膏 

Indometacin 

Cataplasm/必艾得 

每片(14 厘

米×10 厘

米)含膏体

13 克;每克

膏体含吲

哚美辛 3.5

毫克。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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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  

盐酸二甲

双胍缓释

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Fortamet 

0.5g Andrx 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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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参比制剂已撤市，审议未通

过。 

55-84  
克拉霉素

片 

Clarithromycin 

Tablets 
250mg 

Aurobindo Pharm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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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  
克拉霉素

片 

Clarithromycin 

Tablets 
500mg 

Aurobindo Pharma 

Ltd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55-86  

盐酸去氧

肾上腺素

鼻喷雾剂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Nasal Spray 

/Neo-Synephrine 

Maximum 

1% 
Bf Ascher An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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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7  

碱式水杨

酸铋口服

混悬液 

Bismuth 

Subsalicylate Oral 

Suspension 

15ml:262m

g 

The Procter & 

Gamb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美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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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8  
氨酚帕马

溴片 

Acetaminophen, 

Pamabrom Tablet 

/Medi First Cramp 

每片含对

乙酰氨基

酚 325mg

与帕马溴

25mg 

Unifirst First Aid 

Corporation 
 

美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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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9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Ⅱ） 

Benelyte Solution 

For 

Infusion/Benelyte 

Infusionslösung  

1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5-90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Ⅱ） 

Benelyte Solution 

For 

Infusion/Benelyte 

Infusionslösung  

25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欧盟上

市 
同上。 

55-91  

复方电解

质醋酸钠

葡萄糖注

射液（Ⅱ） 

Benelyte Solution 

For 

Infusion/Benelyte 

Infusionslösung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欧盟上

市 
同上。 

55-92  

全电解质

平衡注射

液 

Jonosteril Infusion 

Solution  
25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5-93  

全电解质

平衡注射

液 

Jonosteril Infusio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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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4  

聚苯乙烯

磺酸钙口

服凝胶 

Calc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Jelly 

5g 
株式会社三和化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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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5  
溶菌酶滴

眼液 

Lysozyme Eye 

Drops/ Mucozome 

5ml:25mg(

0.5%) 

参天制药株式会

社公司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日本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55-96  
盐酸小檗

碱片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キョウベ

リン錠 100 

100 Mg 
大峰堂药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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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7  

复方维生

素（3）注

射液 

Compound 

Vitamins（3）

Injection/Plevita 

5ml 
扶桑药品工业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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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8  

硫酸阿米

卡星注射

液 

Amikacin Sulfate 

Injection/Nikp 
2ml:200mg 

日医工ファー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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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9  
肝素钠封

管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Syringe 

/Hepaflush 

5ml:50 单

位； 
テルモ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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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0  
肝素钠封

管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Syringe / 

Hepaflush 

10ml:100

单位； 
テルモ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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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1  
肝素钠封

管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Syringe / 

Hepaflush 

5ml:500 单

位； 
テルモ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5-102  
肝素钠封

管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Syringe / 

Hepaflush 

10ml:1000

单位 
テルモ株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5-103  
肝素钠封

管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Injection For Lock 

Flush 

5ml：50 单

位 
Wockhardt UK Ltd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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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4  
维生素D3

软胶囊 

Vitamin D3 Soft 

Capsules/Invita D3 
1000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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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5  
维生素D3

软胶囊 

Vitamin D3 Soft 

Capsules/Invita D3 
1000IU 

Consilient Health 

Limited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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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6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_(3) 

Drops/Ddrops 
400 单位 

The Ddrops 

Company Inc. 
 

美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5-107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_(3) 

Drops/Ddrops 
400 单位 

The Ddrops 

Company Inc.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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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8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_(3) 

Drops/Ddrops 
400 单位 

The Ddrops 

Compan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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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9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_(3) 

Drops/BABY’S 

VITAMIN D3 

400 单位 Nordic Naturals  
美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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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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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0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_(3) 

Drops/Detremin 
800 单位 Renapharma AB  

欧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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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1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3 Drops 

10000IU/M

l 
Italfarmaco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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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2  
维生素D3

滴剂 

Vitamin D 

Drops/Fultium-D3 

2740IU/Ml

（3 滴

=200IU） 

Internis 

Pharmaceuticals 

Lt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5-113  

苯酰甲硝

唑口服混

悬液 

Metronidazoleben

zoate Oral 

Suspension 

200mg/5ml D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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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4  
硫酸沙丁

胺醇片 

SALBUTAMOL 

TABLETS 
2mg Accord-UK Lt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英国上市的仿制

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通

过。 

55-115  

碘［131I］

苄胍注射

液 

Meta-Iodobenzylg

uanidine (131i)For 

Diagnostic 

9.25-18.5 

Mbq 

Ge Healthcare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不明确，审议未

通过。 

55-116  
叶酸口服

溶液 

Folic Acid Oral 

Solution / Lexpec 
5ml:2.5mg 

Rosemont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英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5-117  
盐酸苯海

拉明片 

Diphenhydram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50mg Omega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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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8  
硝普钠注

射液 

Sodium 

Nitroprusside 

Injection 

2ml:50mg 
Pfizer Australia Pty 

Ltd 
 

澳大利

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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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19  电解质散 

Hydralyte Orange 

Flavoured 

Electrolyte 

Powder 

4.9g/袋 

Care 

Pharmaceuticals 

Pty Ltd 

 
澳大利

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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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0  
注射用头

孢唑肟钠 

Ceftizoxime 

Sodium For 

Injection/ Epocelin 

1g 

Dong-A ST Co.，

Ltd.（韩国东亚制

药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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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1  

塞纳布啡

长效注射

液 

Dinalbuphine 

Sebacate Extended 

Release 

Injection/Naldebai

n 

2ml:150mg 
顺天医药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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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2  
头孢拉定

干混悬剂 

Cefradine For 

Suspension/Velose

f 

125mg/5ml Glaxosmithkline  
巴基斯

坦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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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3  
环吡酮胺

发用洗剂 

Ciclopirox 

Olamine 

Shampoo/SEBIPR

OX 

1.50% 
Glaxosmithkline 

Gmbh & Co. KG 
 

欧盟上

市 

本品已于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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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4  
甘油磷酸

镁咀嚼片 
Neomag® 4mmol 

Neoceuticals 

Limited 
 

英国上

市 

本品已于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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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5  

多烯磷脂

酰胆碱注

射液 

Polyene 

Phosphatidyl 

Choline, PPC/ 

Essentiale® N 

5ml:250mg 
АО "Санофи 

Россия" 
 

俄罗斯

上市 

本品已于第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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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6  
布洛芬混

悬滴剂 

Ibuprofen Oral 

Suspension 

Drops/Children's 

Motrin 

15ml:0.6g 
上海强生制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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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已于第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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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7  

肠内营养

混悬液

（TPF） 

Enteral Nutritional 

Suspension 

（TPF）/能全力 

1.5kcal/ml;

0.75kcal/ml

;0.75kcal/m

l 

纽迪希亚制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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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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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氢化大豆油国家药品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二次）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23.jhtml                  时间: 2022-01-27 

 

我委拟修订氢化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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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修订草案公示稿（第二次）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2年 01月 27日 

 

 

 

附件：  氢化大豆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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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823.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ED/wKgBcWHnwy-AS0E2AASQkLy2rOs540.pdf?token=f048ec508d5c998a8cd16cd30272747a&ts=164257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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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氢化大豆油国家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氢化大豆油 

Qinghua Dadouyou 

  Hydrogenated Soybean Oil 

                                       [8016-70-4]  

本品系豆科植物大豆 Glycine soya Bentham 的种子提炼得到的油，经精炼、脱色、氢化

和除臭而成。主要由棕榈酸和硬脂酸甘油三酯组成。 

【性状】本品为白色至淡黄色的块状物或粉末，加热熔融后呈透明、淡黄色液体。 

本品在二氯甲烷或甲苯中易溶，在水或乙醇中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6012 第二法）应为 66～72℃。 

酸值 取本品 10.0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乙醇-甲苯（1：1）混合液[临用

前加酚酞指示液 0.5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调节至中性]50ml，加热使完全溶解，

趁热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钟不褪。酸值应不大于 0.5（通

则 0713）。 

碘值 应不大于 5.0（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5.0（通则 0713)。 

皂化值 应为 180-200（通则 0713）。 

【鉴别】在脂肪酸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中棕榈酸甲酯峰、硬脂酸

甲酯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值  取本品约 5.0g，精密称定，置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氢氧化钾乙

醇溶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即得）50ml，加热

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锥形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

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 %氢氧化钾溶液与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每

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

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

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

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0%。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超过 0.2ml，残

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碱性杂质  取本品 2.0g，置锥形瓶中，加乙醇 1.5ml 与甲苯 3ml，缓缓加热溶解，加 0.04%

溴酚蓝乙醇溶液 0.05ml，用盐酸滴定液（0.01mol/L）滴定至溶液变为黄色，消耗盐酸滴定液

（0.01mol/L）不得过 0.4ml。 

水分  取本品 1.0g，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2）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0.3%。 

镍  取镍标准溶液适量，用水稀释制成每 l ml 中含 0.1μ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坩埚中，缓缓加热至炭化完全，在 600℃灼烧至成白色灰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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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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冷，加稀盐酸 4ml 溶解并定量转移至 25ml 量瓶中，加硝酸 0.3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ml、1.0ml、2.0ml、3.0ml，分别置 10ml 量瓶中，精密加供试品

溶液 2.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取上述各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

二法），在 232.0nm 的波长处测定，按标准加入法计算，即得。含镍量不得过 0.000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 置 150ml 锥形瓶中，加硫酸 5ml，加热完全碳化后，逐滴加入浓过

氧化氢溶液（如发生大量泡沫，停止加热并旋转锥形瓶，防止未反应物在瓶底结块），直至

溶液无色。放冷，小心加水 10ml，再加热至三氧化硫气体出现，放冷，缓缓加水适量使成

28ml，依法检査（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2% )。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 0.1g，置 50ml 圆底烧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

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

钟，放冷，加正己烷 5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

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用水洗涤 3 次，每次 2ml，加少许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

试品。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0521) 试验。以100%氰丙基聚硅氧烷为固定液，起始温度为120℃，

维持 3 分钟，以每分钟 10℃的速率升温至 180℃，维持 5.5 分钟，再以每分钟 15℃的速率升

温至 215℃，维持 3 分钟；进样口温度 250℃，检测器温度 280℃。 

分别取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硬脂酸甲酯、油酸甲酯、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

花生酸甲酯与二十二碳烷酸甲酯对照品适量，加正己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各含 0.5mg

的溶液，取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理论板数按棕榈酸甲酯峰计算不低于 20 

000，各色谱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取供试品溶液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碳

链小于 14 的饱和脂肪酸不大于 0.1%，肉豆蔻酸不大于 0.5%，棕榈酸应为 9.0%～16.0%，硬

脂酸应为 79.0%～89.0 %，油酸不大于 4.0%，亚油酸不大于 1.0%，亚麻酸不大于 0.2%，花

生酸不大于 1.0%，二十二碳烷酸不大于 1.0%。  

【类别】药用辅料，润滑剂和释放阻滞剂等。 

【贮藏】遮光，密封，在凉暗处保存。 

【标示】应标明本品的反式脂肪酸总量（可按通则 0713 中的反式脂肪酸方法测定）。 

 附：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 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 

(如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醇

10ml 和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每 lml

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 lmol/L )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根据本液的消耗量与苯甲酸

的取用量，计算出本液的浓度。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检定所  联系电话：010-67095606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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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 

 

 

氢化大豆油起草说明 

一、来源与制法 

增加了组成成分。 

二、性状 

删除了甲苯溶解度描述；增加了碘值、皂化值项以表征本品不饱和度和产品质量。 

三、检查 

出于产品安全性考量，增加了炽灼残渣、重金属、砷盐检查项。 

四、脂肪酸组成 

样品前处理阶段，静置分层后的上层液可能会出现浑浊现象，因此增加了“用水洗涤 3

次，每次 2ml”步骤，可使上层液澄清。 

五、反式脂肪酸 

本品氢化工艺中温度和时间把控不当会导致反式脂肪酸的产生。考虑到目前各国药典均

未控制本指标，但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放入标示项下，对企

业生产样品的数据进行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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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海藻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45.jhtml                   时间: 2022-01-29 

 

我委拟修订海藻糖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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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1月 29日 

 

 

 

附件：  海藻糖公示稿 202201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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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845.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EE/wKgBcWHyEtWAaY8YAAP4WQ8olvA924.pdf?token=b6f929755a61bc7fa08336944675cf51&ts=164325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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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海藻糖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海藻糖 

Haizaotang 

Trehalose 

                 

                                     C12H22O11 342.30     [99-20-7] 

 C12H22O11.2H2O 378.33   [6138-23-4]  

                                                                      

本品由食用级淀粉酶解而成。为两个吡喃环葡萄糖分子以 1,1-糖苷键连接而成的非还原性

双糖。可分为无水物和二水合物。按无水物计算，含 C12H22O11应为 98.0%~102.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粉末。 

无水海藻糖在水中易溶，在甲醇或乙醇中几乎不溶。二水海藻糖在水中易溶，在甲醇中微

溶，在乙醇中几乎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0mg 的溶液，依法

测定（通则 0621），比旋度为+197°至+201°。 

【鉴别】（1）取本品 2g，加水 5ml 使溶解，取 1ml，加 α-萘酚乙醇溶液（1→20）0.4ml，

沿容器壁缓慢加入硫酸 0.5ml，溶液即在两液界面处产生紫色环。 

（2）取本品 0.2g，加水 5ml 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取甘氨酸 0.2g，加水 5ml 溶解，作

为甘氨酸溶液。量取供试品溶液 2ml，加入稀盐酸 1ml，室温静置 20 分钟；再加入氢氧化钠试

液 4ml 和甘氨酸溶液 2ml,于水浴中加热 10 分钟后，溶液不显棕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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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峰

保留时间一致。 

（4）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酸度 取本品 1.0g（按无水物计算），加水 10ml 使溶解，依法测定（通则 0631），

pH 值应为 4.5~6.5。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33.0g（按无水物计算），置 100ml 量瓶中，加新沸放冷的水

充分振荡使溶解，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在 420nm 与 720nm 波长处测定吸光

度。在 720nm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不得过 0.033，420nm 与 720nm 波长处的吸光度差值不得过

0.067。 

氯化物 取本品 0.4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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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5%）。 

硫酸盐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2.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

不得更浓（0.02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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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淀粉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溶解后，加碘试液 1 滴，不得显蓝色。 

有关物质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mg 的溶液，

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 1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色谱条件。取对照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主成分峰

高的信噪比应大于 10；再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溶液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除溶剂峰外，供试品溶液主峰之前、之后的杂质峰面积之和分

别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0.5 倍（0.5%）。 

水分 取本品，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应为 9.0%~11.0%；如为

无水物，含水分不得过 1.0%。 

炽灼残渣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本品 4.0g，加水 23ml 溶解后，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五。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

过 103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超过 102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每 10g 供试品中不得检

出沙门菌。 

细菌内毒素（供注射用）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43），每 1 mg 海藻糖中含内毒素的

量应小于 0.05EU。 

【含量测定】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采用磺化交联的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为填充剂的强阳离

子钠型（或氢型）色谱柱；以水为流动相；流速为每分钟 0.4ml；柱温为 80℃；示差折光检测

器。取麦芽三糖、葡萄糖与海藻糖对照品适量，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各含有 2.5mg、

2.5mg、10mg 的溶液，精密量取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重复进样 3 次，记录色谱图，主峰面积

的相对标准偏差不得过 2.0%，各色谱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测定法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C12H22O111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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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取海藻糖对照品适

量，同法测定。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药用辅料，矫味剂、甜味剂、冷冻干燥辅料冻干保护剂、稀释剂、增稠剂和保湿

剂等。 

【贮存】密封、阴凉、干燥处保存。 

【标示】如为供注射用，应标明氮含量，用以对产品中酶残留量进行评估。 

附：氮含量测定方法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于消解瓶中，加入 30ml 浓硫酸消解后，

照氮测定法（通则 0704 第三法）操作，加入 40%（w/v）的氢氧化钠溶液 45ml 进行蒸馏。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联系电话：010-67095606 

复核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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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糖质量标准起草说明 

一、红外鉴别 

本品分为无水物和二水物，红外图谱有差异。因此应注意使用相应的标准物质，目前二者

的对照品均已发放。 

二、有关物质 

将进样量由 10μl修订为 20μl，与含量测定项下进样量一致。 

三、标示  

参考 USP43/NF38 和 JP17，增加了氮含量项目，以控制产品中残留的酶。目前残留酶量值

达到多少会产生活性从而对生物制剂产生影响尚不确定，因此暂不设统一的规定限度，而是以

标示项的形式纳入标准中，由制剂企业根据自己产品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标示项后附氮含量

测定方法。 

四、类别  

参考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0251，将类别中“冷冻干燥辅料”修订为“冻干保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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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4e0290d92779161afe20e6ae8e934a65 发布日期:2022 年 01 月 29 日 

     我中心接收的申报资料邮包量逐年增加，经统计，2021年接收的申报资料邮包约 25000件，较 2020 年同

比增长约 35%，日均接收邮包近 100 个。基于疫情防控需要，为控制申报资料邮包可能给我中心带来的疫情风

险，现对受理工作方式及申报资料接收要求进行调整，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整受理工作方式 

 自 2022 年 2月 7日起，受理形式审查工作由原来基于纸质申报资料调整为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现有受

理工作程序不变。受理行政许可文书纸质版仍按照现行方式邮寄送达，受理行政许可文书电子版由“药品业务

应用系统”即时推送。 

 请申请人按本通知附件 1的相关要求准备电子申报资料，将光盘寄送至我中心提出药品注册申请。对于形式

审查符合要求作出受理决定的，申请人须在受理后 5个工作日内提交纸质资料并寄送至我中心，以免影响审评

工作按时限正常开展，造成延误。对于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需要补正或不予受理的，申报资料光盘由我中心按

程序进行销毁处理，不再退回申请人，请申请人留好备份。 

 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应准备好纸质申报资料，并确保电子申报资料与纸质版保持一致。相关工作要求详见

附件 1。 

 二、调整申报资料接收要求 

 （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申请人应做好对邮包及内部申报资料的全面消杀工作，必要时进行核酸检测。对

于申报资料中含境外来源资料的，申请人应在《申报资料信息明细表》（见附件 2）予以标注，同时须对申报

资料进行全面消杀和核酸检测。境外来源资料需单独装袋。 

 （二）在申报资料到达中心前，申请人应完整填写附件 2内容，与核酸检测报告（如适用）一并发送至我中

心专用邮箱 zlyb@cde.org.cn。中心将依据上述邮件信息进行申报资料邮包接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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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0290d92779161afe20e6ae8e934a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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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中心将在规定时间、地点接收申报资料邮包。接收时核对邮包数量及完整性，接收后核对申报资

料袋数。 

   接收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0:00，下午 13:30-15:30； 

   接收地点：药审中心一楼资料接收室大厅。 

   请申请人在邮寄申报资料时明确告知委托的快递公司上述邮包接收要求，并要求快递公司在上述规定的

接收时间和地点与我中心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接申报资料邮包。 

   （四）我中心原则上不再直接接收境外（含港澳台地区）邮寄的申报资料。如有特殊情况确需直接邮寄

的，需由境外申请人指定的境内机构通过本通知指定的邮箱与我中心沟通，经我中心同意方可邮寄，邮寄应符

合本通知要求。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电子申报资料实施指南、承诺书等 

       2.资料邮寄信息明细表和申报资料文档结构表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1 月 29日 

 

电子申报资料实施指南、承诺书等.pdf 

资料邮寄信息明细表和申报资料文档结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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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org.cn/main/att/download/a0d48b5f441917b87a845c20c5b69ed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0d48b5f441917b87a845c20c5b69ed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3fe29082397850ae956dde726bd7f058


附件 1 

 

 

一、受理决定 

申请人提交的电子光盘应使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打

印的封面。药审中心在收到电子光盘（含承诺书）后 5 个工

作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审查不符合要求的，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于审查符合要求的，予

以受理，并通过“药品业务应用系统”推送提交纸质申报资料

的通知。相关行政许可文书电子版均由“药品业务应用系统”

推送并以短信提醒，申请人可即时查询和打印。 

二、纸质申报资料提交 

纸质申报资料是审评审批的依据，申请人应在药品注册

申请受理后 5 个工作日内（以受理时间的下一个工作日作为

计时起点）现场提交/寄出纸质申报资料（含承诺书），以免

影响审评工作按时限正常开展，造成延误。 

纸质申报资料应使用“药品业务应用系统”提供的档案

袋封面。申报资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28 号药

审中心业务管理处资料组。 

三、其他 

（一）关于光盘数据的可读性 

药审中心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光盘后，对可正常读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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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进行签收；如光盘损坏或数据无法读取，药审中心将通过

“药品业务应用系统”推送无法签收的信息并提醒申请人重新

递交，原光盘将按照销毁程序处理。 

（二）关于纸质资料提交时间 

纸质资料的提交时间以各快递官网显示的寄出时间为

准；同一申请的纸质资料邮寄涉及多个快递单号的，以最后

一个快递寄出时间为准。 

（三）关于药品注册检查检验用申报资料光盘和临床试

验数据库光盘 

按本通知要求提交申报资料光盘受理的，药品注册核查

检验用申报资料及光盘不再单独提交。 

按要求需提交临床试验数据库光盘的，申请人需将光盘

随纸质申报资料一并提交，并统一放入原件申报资料第一袋

中。 

（四）未纳入本通知实施范围的其他申报资料，如补充

资料、稳定性研究资料等，按照现行工作程序和要求执行。 

按照《关于实施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申报的公告》提

交注册申请的，不适用于本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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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递交 XXX（药品名称）的 XXX（申请事项），申

请表数据核对码：XXX，现承诺： 

1. 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如内

容不一致影响药品注册的，相关责任与风险由我公司承担。 

2. 保证受理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提交全部纸质申报

资料，以免影响审评工作按时限正常开展，造成延误。相关

责任与风险由我公司承担。 

3.  我公司已使用 XX 查毒软件（软件版本号 XX，病毒

库版本号 XX），对本次提交电子申报资料进行病毒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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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公司承诺知悉以上事项的内容，确认承诺自愿、

真实，如有虚假，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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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版面要求 

本指南对于电子注册申报资料的正文版面，请参考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

体例与整理规范>的通告》（2020 年第 12 号）的相关要求。 

二、文件格式 

1、便携文件格式（PDF）-.pdf 文件扩展名，例如：

审评内容文件； 

PDF格式的文件版本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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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参考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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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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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OCR 并未识别该文本。 

2、SAS XPORT 传输文件–.xpt 文件扩展名，例如：临

床试验数据文件。 

三、文件名称 

电子申报资料文件及文件夹命名仅允许使用下列字

符：汉字、英文字母“a”至“z”、数字“0”至“9”、中

划线“-”和下划线“_”。对于申报资料中的任一文件，由

根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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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个汉字）。 

四、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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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临床数据库文件（xpt 格式）

最大可允许 4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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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应对中文申报资料在文件内部和文件之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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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书签和适当的超文本链接。 

五、页码编制 

页码编制要求请参考《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

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的通告》（2020 年

第 12 号）的相关要求。 

六、文件压缩、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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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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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光盘要求 

申请人准备的电子申报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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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双面 DVD 或对提交的

申报资料设置密码保护。 

申请人应将光盘装入光盘硬盒中，盒上须注明申请事

项、注册分类、药品名称、申报单位、数据核对码、本套

光盘共*张、本盘为第*张、联系人及电话等信息，加盖申

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光盘盒应封装于档案袋中，档

案袋封面也应注明品名、申报单位，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

理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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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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病毒检查 

申请人需对提交的电子申报资料提前进行病毒检查，

并在《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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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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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注册申请电子文档结构 

 

申请类型 申报资料文档结构 

化学药品、生

物制品临床试

验及上市许可

申请 

模块 1.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模块 2.通用技术文档总结 

模块 3.质量 

模块 4.非临床试验报告 

模块 5.临床研究报告 

中药临床试验

及上市许可申

请 

（一）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二）概要 

（三）药学研究资料 

（四）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五）临床研究资料 

化学

药品

一致

性评

价申

请 

口服固

体制剂 

（一）概要 

（二）药学研究资料 

（三）体外评价 

（四）体内评价 

注射剂 

（一）概要 

（二）药学研究资料 

（三）非临床研究资料 

（四）临床试验资料 

药品 中药 1.药品注册证书及其附件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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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申请 

2.证明性文件 

3.检查相关信息 

4.立题目的和依据 

5.修订的药品说明书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

明 

6.修订的药品标签样稿，并附详细修订说明 

7.药学研究资料 

8.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9.临床研究资料 

10.产品安全性相关资料综述 

化学药

品/生

物制品 

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及其附件的复印件 

2.证明性文件 

3.检查检验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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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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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 

5.药学研究资料 

6.药理毒理研究资料 

7.临床研究资料 

8.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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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许

可持有

人变更 

1.药品注册证书等复印件 

2.证明性文件 

3.申请人承诺 

4.其他 

境外生产药品

再注册申请 

1.证明性文件 

2.五年内在中国进口、销售情况的总结报告 

3.药品进口销售五年内临床使用及不良反应

情况的总结报告 

4.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的研究工作 

5.提供药品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检验

方法、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6.提供生产药品制剂所用原料药的供应商 

7.在中国市场销售药品说明书和药品内标

签、外标签实样 

8.药品生产国家或者地区药品管理机构批准

的现行原文说明书及其中文译本 

一次性进口 

按照《关于进口药品再注册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食药监注[2009]18 号）附件 2 要求准备

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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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邮寄提交  现场提交  

发件地点 
（具体到街

道） 

发件地点 
风险等级  

（境内填写） 

提交日期
（年/月/
日） 

快递
单号  

总箱/件
数 

箱/件号 
受理
号 

药品
名称 

企业
名称 

资料类型 
资料袋数/
光盘张数 

核酸检测 
信息 

资料来源 
预计
送达
时间 

例:北京市

朝阳区 
例:高/中/低   例:3箱 

例:第 1

箱 
   

例:申报资料/

补充资料/稳

定性资料等 

  

例:境内资

料/境内提

交境外资料

/境外直接

邮寄资料 

 

              

              

              

              

              

              

注：1、提交日期：邮寄提交方式以快递官网显示的寄出时间为准，现场提交方式以提交当天时间为准。  

2、申请人提交含境外来源的申报资料，应在快递单号项下同时注明国际快递单号信息。  

3、申请人须提交核酸检测结果电子报告或纸质版扫描件报告。“核酸检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日期、范围及结果。 

4、申请人须同时提交快递单电子存根或纸质版扫描件。 

5、表中内容均为必填项。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座机+手机）  联系地址：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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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袋号 文档结构 备注 

例：第 X 套第 1 袋  
模块 1.行政文件和药品信

息 
 

例：第 X 套第 2 袋 模块 2.通用技术文档总结  

例：第 X 套第 3 袋  模块 3.质量  

例：第 X 套第 4 袋 模块 3.质量  

例：第 X 套第 5 袋 通用名核定资料  

…   

例：第 3 套第 1 袋 综述资料  

   

   

   

   

   

   

   

   

   

   

   

   

   

   

   

   

   

注：1.以上内容按照附件 1 中《药品注册申请电子文档结构》中的申请类型对应的申报
资料文档结构填写。 

2.通用名核定资料需单独标注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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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827.jhtml                  时间: 2022-01-30 

 

我委拟修订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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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1月 30日 

 

 

附件：  大豆油公示稿-上海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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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附件：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大豆油 

Dadouyou 

Soybean Oil 

[8001-22-7] 

本品系由豆科植物大豆 Glycine max（L.）Merr.的种子提炼制成的脂肪油。 

【性状】 本品为淡黄色的澄清液体。 

本品可与乙醚或三氯甲烷混溶，在乙醇中极微溶解，在水中几乎不溶。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919～0.925。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为 1.472～1.476。 

酸值 本品的酸值（通则 0713）应不大于 0.2。 

碘值 本品的碘值（通则 0713）应为 126～140。 

过氧化值 取本品 10.0g，依法测定（通则 0713），过氧化值应不大于 10.0。 

皂化值 本品的皂化值（通则 0713）应为 188～195。 

【鉴别】 在脂肪酸组成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中棕榈酸甲酯峰、硬脂酸甲酯峰、

油酸甲酯峰、亚油酸甲酯峰、亚麻酸甲酯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

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依法测定（通则 0713），不皂化物不得过 1.0%。 

棉籽油  取本品 5ml，置试管中，加 1%硫黄的二硫化碳溶液与戊醇的等容混合液 5ml，置

饱和氯化钠水浴中，注意缓缓加热至泡沫停止（除去二硫化碳），继续加热 15 分钟，不得显红

色。 

水分  取本品，以无水甲醇-癸醇（1：1）为溶剂，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1）

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本品 4.0g，置 50ml 瓷蒸发皿中，加硫酸 4ml，混匀，缓缓加热至硫酸除尽后，

加硝酸 2ml 与硫酸 5 滴，小火加热至氧化氮气除尽后，在 500～600℃炽灼使完全灰化，放冷，

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五。 

砷盐  取本品 1.0g，置石英或铂坩埚中，加硝酸镁乙醇溶液（1→50）10ml，点火燃烧后

缓缓加热至灰化。如果含有炭化物，加少量硝酸润湿后，再强热至灰化，放冷，加盐酸 5ml，

置水浴上加热使溶解，加水 23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2%）。 

脂肪酸组成  取供试品 0.1g，依法测定（通则 0713）。 

分别取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甲酯、棕榈油酸甲酯、硬脂酸甲酯、油酸甲酯、亚油酸甲酯、

亚麻酸甲酯、花生酸甲酯、二十碳烯酸甲酯、山嵛酸甲酯、芥酸甲酯与二十四烷酸甲酯对照品，

加正庚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各约含 0.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含小于十四碳的饱和脂肪酸不得过 0.1%，肉豆蔻酸不得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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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棕榈酸应为 9.0%～13.0%，棕榈油酸不得过 0.3%，硬脂酸应为 2.5%～5.0%，油酸应为 17.0%～

30.0%，亚油酸应为 48.0%～58.0%，亚麻酸应为 5.0%～11.0%，花生酸不得过 1.0%，二十碳烯

酸不得过 1.0%，山嵛酸不得过 1.0%，芥酸不得过 0.3%，二十四烷酸不得过 0.5%。 

    【类别】 药用辅料，溶剂和分散剂等。 

【贮藏】 遮光，密封，在凉暗处保存。 

【标示】 如加抗氧剂，应标明抗氧剂名称与用量。 

 

 

 

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联系电话：021-38839900-26104 

复核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积极参与单位：辽宁新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白云

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优诺康（北京）医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大豆油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本品收载于中国药典（ChP）2020 年版四部、欧洲药典（EP）10.0 版/英国药典（BP）2022

版、美国药典（USP）Soybean Oil Monograph、日本药局方（JP）ⅩⅧ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 GB /T 1535-2017 中。此次修订了相对密度、皂化值、砷盐和脂肪酸组成项目。 

一、 修订性状项 

1、相对密度 

参照 GB /T 1535-2017 修订限度，且与大豆油（供注射用）公示稿协调一致。 

2、皂化值 

参照 JPⅩⅧ修订限度，且与大豆油（供注射用）公示稿协调一致。 

二、 修订检查项 

1、砷盐项目 

现版药典大豆油和大豆油（供注射用）标准中前处理方法不一致，根据多家生产企业的反

馈意见，本次修订将大豆油和大豆油（供注射用）本项目的具体操作统一，限度不变。 

2、脂肪酸组成 

本项目除 JP ⅩⅦ外各国药典均有收载，前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各脂肪酸组分限度稍有区

别，现行标准方法和 0713 脂肪与脂肪油通则中方法试剂用量、水浴温度、回流时间及气相色谱

条件略有差异，但前处理方法原理相同，本次修订与大豆油（供注射用）公示稿协调一致，将

方法修订为通则方法，并参照 USP Soybean Oil Monograph 和 GB /T 1535-2017 增订了对芥酸和

二十四烷酸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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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再次公开征求《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aa8acbc0e08bc39fa2a59d6e6886098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09 日 

   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加快落实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我

中心结合最新政策法规要求对《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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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及时反馈我中心。公示日期为：

2022年 2 月 9日～2022年 2月 23 日。 

 反馈意见邮箱：yshchzhn@cde.org.cn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2年 2 月 9日 

 

 

 

《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docx 

《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docx 

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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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baa8acbc0e08bc39fa2a59d6e6886098
mailto:yshchzhn@cde.org.cn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067b33f73d31feb28ef7602c43dc61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c42298832294f8bfbe78d025da475533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c42298832294f8bfbe78d025da475533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d9f78d28ee18bef3f72d7afaf7945b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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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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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 

（试行） 

    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或未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

沟通。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要求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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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登记资料。登记资料应根据现行版《M4：

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以下简称 CTD）格式整理，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

相关信息或研究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注明“无相关研究内容”或“不适用”。登记资

料应为电子版并使用可记录档案级光盘作为载体。 

（一）登记表的整理 

《原料药登记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如适用）应提供原件扫描版，填写应当准确、完

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并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登记表数据核对码应与在线提交的登记表核对码一

致。登记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登记资料的整理 

1套完整光盘资料（含登记表）装入档案袋中，光盘盒及档案袋应加贴封面并盖章。登记资料的格式应

符合《化学原料药登记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四、形式审查要点 

（一）光盘及文件格式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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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外观清洁无划痕并保持完整，光盘表面未粘贴标签。光盘内容可顺利读取。光盘硬盒及文件袋均加

贴封面并盖章。 

光盘中登记资料格式符合要求，文件名无特殊字符。文件未加密并且光盘中无文件夹。 

（二）登记事项审查要点 

1.同一企业在同一生产场地生产的同一化学原料药，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相同的，应按照同一登记号登

记。对同一原料药存在不同生产工艺的，原则上，应按照不同登记号进行登记，并提交相应登记资料。以不

同登记号登记相同名称化学原料药的应在登记表特别声明事项中说明理由及原登记号的情况。 

2. 化学原料药审评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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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撤回原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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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书

面告知药品审评中心。 

3. 境外生产化学原料药申请人应委托境内注册代理机构进行登记，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的登记人应

为原料药生产企业。 

（三）登记表审查要点 

按照《原料药登记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写登记表，填报信息应与登记资料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其他特别申明事项：如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前置注册检验的，应

予以说明并提交送检凭证复印件。如符合小微企业免收注册费用的，申请人应予以说明，并提交《小型微型

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等电子资料。如属于关联审评审批情形的，申请人应填写被关联制剂品种名称和申请

人信息。 

2.上市登记时注册分类应按要求填写。如属于仿制境内已上市药品所用的化学原料药可选择单独审评程

序，并同时填写境内已上市制剂信息（至少填写一个制剂）。 

3.产品中文名称：仿制化学原料药应当使用正式颁布的国家药品标准或者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品通

用名称》或其增补本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的，申请人在提出上市登

记时，应当提交通用名称证明，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4.包装：如有多个包装材质要分别填写，中间用句号分开。包装规格：原则上应使用具体明确的数字单

位进行表示，每一份登记表可填写多个包装规格。 

5.拟用制剂给药途径应按照药品实际情况准确填写，可多选。 

6.有效期：以月为单位填写。如有多个包装材质，有效期如有不同则要分别对应填写。 

7.是否涉及特殊管理药品或成分：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特殊药品的，应填写。 

8.包材来源应填写包材名称、登记号和/或生产信息。 

9.化学原料药申请人、生产企业、注册代理机构企业名称、地址等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

致，并指定其中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的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

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四）登记资料审查要点 

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证明性文件 

1. 1 药包材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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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供货协议、发票等（适用于未选用已登记包材情形）。 

1.1.2 药包材授权使用书复印件(适用于选用已登记包材情形)。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药包材企业授权，

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

的声明。应由申请人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 3 特殊药品研制立项批准文件（如适用）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需提供研制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 

1. 4 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证明文件 

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已取得相应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 

1.5 境外生产化学原料药证明文件 

1.5.1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该化学原料药上市销售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适用

于境外已上市的化学原料药），化学原料药生产企业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

中文译文。也可提供欧洲药典适用性证明文件（CEP，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 to the Monographs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eia）与附件；或者该化学原料药主控系统文件（DMF，Drug Master File）的文件号以

及采用该化学原料药的制剂已在国外获准上市的证明文件及该药品生产企业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

明文件（若因该原料药仅供企业集团内部使用等原因，而无法提供 DMF 号，可由境外申请人出具相应情况说

明）。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管理的化学原料药，应提供该国家或地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

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或有关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证明文件，

和该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管理机构允许该品种上市销售的证明文件。 

1.5.2境外申请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化学原料药登记事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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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小微企业证明文件（如适用） 

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

度有效统计表（统计部门出具）。 

2.其他登记资料 

上市登记时应按要求提交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仿制化学原料药在注册批生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前提下，

登记资料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注册批样品 6个月稳定性试验数据。 

 

（五）其他提示 

1.境外生产的化学原料药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包括允许化学原料药上市销售证

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文件以及允许化学原料药变更证明文件等），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统一格式的，可不经所在国公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2.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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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退回给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加盖局行政许可受理专用章）。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登记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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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流程图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等现行的规定、技术

指导原则有关文件执行。 

七、附件 

化学原料药登记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资料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签收资料并
进行形式审查（5日） 

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

心公示，并推送《受理通知书》、

《缴费通知书》和《检验通知书》 

不符合要求 
出具《补正通知书》或《不

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

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技术审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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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原料药登记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一、光盘的整理 

登记资料应使用可记录档案级光盘作为载体，光盘外观清洁无划痕并保持完整，光盘表面不得粘贴标签。

光盘内容应能顺利读取。光盘置于光盘硬盒后装入文件袋中，光盘硬盒及文件袋应加贴封面并盖章。 

二、登记表的整理 

《原料药登记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如适用）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

涂改，并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登记表各页边缘加盖申请人或代理机构骑缝章后扫描为电子版。 

三、登记资料的整理 

（一）文件格式及文件命名 

登记资料应使用后缀为.docx 的文件。文件命名应清晰规范避免混淆，不得含有特殊字符（@#$￥%&*~" ? 

< >{} / \。等）。技术审评过程中根据补充通知要求提交补充资料的，需在文件名加前缀“补 1”“补 2”等，

表示第一次补充、第二次补充。 

文件不应加密，且不得在文件内嵌其它格式文件，文件均存储于光盘根目录，请勿在光盘中建立文件夹

或子文件夹，单个文件大小应小于 500MB。 

（二）签字或盖章原件的整理 

登记资料中涉及的签字或盖章文件(加盖的印章应符合国家有关用章规定，并具法律效力)需扫描为电子

版并置于.docx文件中。 

（三）文字体例 

1.字体  

中文：宋体  英文：Times New Roman 

2.字号 

中文：不小于小四号字，表格不小于五号字；登记资料封面加粗四号；登记资料项目目录小四号，脚注

五号字。 

英文：叙述性文本推荐 Times New Roman 的 12号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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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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体颜色：黑色 

4.行间距离及页边距离 

行间距离：至少为单倍行距。 

页边距离：在准备文本和表格的过程中应留出一定的页边距。纵向页面：推荐左边距离不小于 2.5 厘米、

上边距离不小于 2 厘米、其他边距不小于 1 厘米；横向页面：推荐上边距离不小于 2.5 厘米、右边距离不小

于 2厘米、其他边距不小于 1厘米。 

页眉和页脚：文件的所有页面都应包含一个具有唯一性的页眉或页脚，简要介绍文件的主题。页眉和页

脚信息在上述页边距内显示。 

（四）整理要求 

1.登记资料项目目录 

光盘中应提供登记资料项目目录，并按光盘中文件顺序填写。 

2.登记资料项目封面 

2.1光盘中每项资料首页应为“封面”，封面上注明：化学原料药名称、资料项目编号、资料项目名称、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地址等。 

2.2右上角注明资料项目编号。 

3.文件目录 

光盘中每项文件应提供目录并注明页码，资料中所附图谱前面应建立交叉索引表，说明图谱编号、所在

页码、图谱的试验内容。适用《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格式的，参照 ICH 相关要求提

交目录。 

4.登记资料内容 

4.1总体要求 

4.1.1 登记资料中同一内容（如化学原料药名称、申请人名称、申请人地址等）的填写应前后一致。 

4.1.2 外文资料应翻译成中文，申请人应对翻译的准确性负责。 

4.2具体要求 

4.2.1 整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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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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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资料中应文字在前，照片及图谱在后。有译文的外文资料，译文在前，原文在后。 

4.2.2 编写页号 

每份文件都应从第一页开始编制页码，申请人应按“第 1/n页”表示页码，其中 n为文件的总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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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资料项目目录 

 

序号 资料项目名称 备注 

   

   

   

   

   

   

   

   

填写说明： 

1.序号应按光盘中文件排列顺序填写。 

2.资料项目名称应填写文件名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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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资料项目封面格式 

 

注册分类：××××××××   资料项目编号： 

 

化学原料药名称 

 

资料项目名称 

 

研究机构名称：×××××××× 

研究地址： 

主要研究者姓名： 

试验者姓名：×××××××× 

试验起止日期：××××××××－×××××××× 

原始资料保存地点：××××××××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请人/代理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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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 

起草说明 

 

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落实药品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要求，结合最新政策法规要求对《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更好的指导化学原料药登记工作，依据《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有

关规定全面总结化学原料药登记的最新要求、工作经验，对该指南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 

二、主要调整内容 

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调整内容包括： 

（一） 适用范围 

因变更登记的要求已在《化学药品变更受理审查指南》中有所要求，因此适用范围调整为化学原料药上

市登记。 

（二） 登记资料基本要求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配套文件的要求，对于登记资料中登记号赋予原则、证明文件内容进行调

整，新增工艺验证资料等内容的提交要求。 

（三） 文件格式要求 

     为方便资料管理，对光盘中文件格式及大小等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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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化学原料药受理审查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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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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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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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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告（2022 年第 16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4b0c931e393e5a803d77ddc31383008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10 日 

   为规范和指导化学药物仿制药的研究和开发，促进多规格豁免 BE的药学研究和评价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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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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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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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1 月 21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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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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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4b0c931e393e5a803d77ddc3138300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77721b098108194ec08f5f1803f685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77721b098108194ec08f5f1803f6858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a77721b098108194ec08f5f1803f6858


B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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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导原则提出：对于多规格口

服固体制剂（如，常释制剂：片剂和胶囊，调释制剂：肠溶

片、缓释片剂、缓释胶囊等），可以基于其中某一规格（通

常建议为最高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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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方法包括：1）各规格制剂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

相似；2）各规格制剂的处方比例相似。其中处方比例相似是

指以下两种情况： 1）不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

组成比例相似。2）对于高活性的药物（原料药在制剂中所占

重量比例低）：①不同规格的制剂重量一致（差异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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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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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的指导企业进行仿制药的开发，降低研发成本，提高

研发效率，现对该指导原则中的“处方比例相似性”的相关问

题进行解读。 

一、“不同规格”、“各规格”的具体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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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同规格”、“各规格”是指仿制药拟豁免规格与仿制

药 BE 规格相比。 

二、“组成比例相似”如何理解？ 

答：对于常释制剂：“组成比例相似”包括以下情况：①不

同规格之间所有非活性和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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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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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幅度在《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辅料用量变更中的普通口服固体制剂中等变更允许的

范围内;③不同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和活性成分的比例不相

似，如申请人申请豁免，应提供可视为处方相似的充分理由，

监管机构在审评期间进行综合评估。[8] 

对于调释制剂：“组成比例相似”包括以下情况：①不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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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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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申请豁免，应证明比例是合理的，且与产品的药物释放机

制相适应。审评期间基于整体资料进行综合评估。[8] 

三、“高活性药物”如何判断？ 

“高活性药物”是活性成分的含量在制剂中相对较低的药

物，如，活性成分的含量在片芯和胶囊内容物的占比<5%[1，

3]。 

四、不同规格之间非活性成分的变化幅度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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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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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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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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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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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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具体实例 

（一）例 1：常释片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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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与 BE 规格的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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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完全相同”，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且

两个规格仿制药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提

条件，可以豁免 10mg 规格的 BE 试验。 

（二）例 2：常释片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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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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规格处方等比缩小的基础上，调整了填充剂 1、填充剂 2

的用量。按问题 4 计算方式，计算 5mg 规格与 BE 规格的填

充剂 1 变化幅度 80%-78%=2%，填充剂 2 变化幅度 8%-

6%=2%，填充剂总变化幅度 4%，小于《已上市化学药品药

学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辅料用量变更中的Ⅱ类

变更允许的范围（±10%）内，故 5mg 规格属于常释制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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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要求，且各规格仿制

药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提条件，可以豁

免 BE 试验。 

（三）例 3：缓释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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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mg 规格与 BE 规格的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分组成比例完

全相同，属于调释制剂“不同规格之间所有活性和非活性组

分组成比例完全相同”，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等效性

要求，两个规格制剂与 BE 制剂释药原理相同，且两个规格

与 BE 规格仿制药在三种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线相似的前

提条件，可以豁免 50mg、150mg 规格的 BE 试验。 

（四）例 4：普通片剂 3（高活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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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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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4 中 15mg 规格为 BE 规格。拟申请豁免的 10mg 规

格与 BE 规格相比，原料药在制剂中所占重量比例均小于

5%，属于高活性药物。不同规格的制剂重量一致，各规格

使用相同的非活性组分，规格的变更系通过改变活性组分

的用量以及填充剂用量实现的。结合 BE 规格制剂符合生物

等效性要求，且各规格仿制药在不同 pH 介质中体外溶出曲

线相似的前提条件，可以豁免 10mg 规格的 BE 试验。 

参考文献： 

1 、 Guidanc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Janunary 2010. 

2 、 §320.22 Criteria for waiver of evidence of in vivo 

bioavailability or bioequivalence. 

3、Bioavailability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 

General Considerations Guidance for Industry（Draft Guidance）. 

FDA  February 2019. 

4、SUPAC-IR: Immediate-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Scale-Up and Post-Approval Changes: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 Vitro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In 

Vivo Bioequivalence Documentation (I)    11/30/1995 

5、SUPAC-MR: Modified Release Solid Oral Dosage Forms: 

Scale-Up and Postapproval Changes: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 Vitro Dissolution Testing, and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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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equivalence Documentation (I)    10/6/1997 

6、Bioequivalence Studies with Pharmacokinetic Endpoints 

for Drugs Submitted Under an ANDA（Draft Guidance）. FDA 

December 2013. 

7、Guidance for Industry：Bioavailability and Bioequivalence 

Studies Submitted in NDAs or INDs —General Considerations

（Draft Guidance）. FDA March 2014.  

8、《已上市化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2021 年 2 月 

9、Bioequivalence Studies With Pharmacokinetic Endpoints 

for Drugs Submitted Under an AN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Draft Guidance）. FDA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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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一批）的通告

（2022 年 第 9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211161915142.html 发布日期：2022年 02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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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一批） 

 

国家药监局 

  2022年 2月 10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 年第 9号通告  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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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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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注射用头孢比罗

酯钠 

Ceftobiprole Medocaril 

Sodium for Injection 

500mg（按 C20H22N8O6S2

计） 

Basilea 

Pharmaceutica 

Deutschland GmbH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1-2 
氯替泼诺妥布霉

素滴眼液 

Loteprednol Etabonate 

and Tobramycin Eye 

Drops 

5ml:氯替泼诺 25mg

与妥布霉素 15mg 

Bausch & Lomb 

Incorporate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1-3 注射用阿尼芬净 
Anidulafungin for 

Injection/Eraxis 
100mg/vial 

Vicuron 

Pharmaceuticals 

INC/ 

Vicuron Holding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4 地拉罗司颗粒 

Deferasirox 

Granules/Jadenu 

Sprinkle 

90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5 地拉罗司颗粒 

Deferasirox 

Granules/Jadenu 

Sprinkle 

180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6 地拉罗司颗粒 

Deferasirox 

Granules/Jadenu  

Sprinkle 

36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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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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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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乌帕替尼缓释片 

Upadacitinib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 Rinvoq 

15m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8 
琥珀酸多西拉敏

吡哆醇肠溶片 

Doxylamine Succinate 

and Pyridoxine 

Hydrochloride 

Enteric-coated Tablets 

/ Diclegis 

10mg/10mg Duchesnay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9 
纳曲酮缓释注射

混悬液 

Naltrexone For 

Extended-Release 

Injectable 

Suspension/Vivitrol 

380mg/Vial Alkerm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0 阿扎胞苷片 
Azacitidine Tablets / 

Onureg 
200mg Celgen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1 阿扎胞苷片 
Azacitidine Tablets / 

Onureg 
300mg Celgen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2 
注射用醋酸亮丙

瑞林混悬液 

leuprolide acetate for 

injectable 

suspension/Eligard KIT 

7.5mg 
Tolmar 

Therapeutic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3 甲硝唑阴道凝胶 
Metronidazole Vaginal 

Gel/ Metrogel-Vaginal 
0.75% 

Bausch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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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 
奥昔布宁透皮贴

剂 

Oxybutynin Transdermal 

System/Oxytrol 
3.9mg/24hr Allergan Sale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5 肝素钠注射液 
Heparin Sodium 

Injection 
0.5ml:5000 Usp U 

FreseniusKabi 

USA,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16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胶囊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120 mg Apotex In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51-17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胶囊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180 mg Apotex In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51-18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胶囊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240 mg Apotex In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51-19 
曲司氯铵缓释胶

囊 

Trospium 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60mg 
Actavis 

Laboratories F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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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0 
醋酸兰瑞肽缓释

注射液（预充式） 

Lanreotide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Injection (a 

pre-filled syringe) / 

Somatuline Autogel 

60mg Ipsen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21 
醋酸兰瑞肽缓释

注射液（预充式） 

Lanreotide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Injection (a 

pre-filled syringe) / 

Somatuline Autogel 

90mg Ipsen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22 
醋酸兰瑞肽缓释

注射液（预充式） 

Lanreotide Acetate 

Sustained-release 

Injection (a 

pre-filled syringe) / 

Somatuline Autogel 

120mg Ipsen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23 
盐酸罗沙替丁醋

酸酯缓释颗粒 

Roxatidine Acetate 

Hydrochloride Fine 

Granules/Altat 

20%1g(1g中含有盐

酸罗沙替丁醋酸酯

200mg) 

あすか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24 
普伦思特干糖浆

剂 

Pranlukast Dry 

syrup/ONON 

10%(1g含普仑斯特

水合物 100mg） 

小野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25 复方磷酸盐颗粒 
Phosribbon combination 

granules 

0.48g含 100mg（磷）

/包（其中磷酸二氢

钠一水合物 330mg，

磷酸氢二钠 119mg） 

ゼリア新薬工業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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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6 
小儿头孢氨苄复

合颗粒 

Cefalexin Combination 

Granules 
200mg/g 

共和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27 
头孢氨苄复合颗

粒 

Cefalexin Combination 

Granules 
500mg/g 

共和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28 注射用卡非佐米 

Carfilzomib For 

Injection/Kyprolis（凯

洛斯） 

60mg/瓶 

Onyx 

Pharmaceuticals,In

c.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1-29 
富马酸卢帕他定

片 

Rupatadine Fumarate 

Tablets 

10mg 

（C26H26ClN3 计） 

J. Uriach y 

Compañía，S.A.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1-30 
氯替泼诺混悬滴

眼液 

Loteprednol Etabonate 

Ophthalmic Suspension 
0.5%（5ml:25mg) 

Bausch & Lomb 

Incorporate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1-31 

脂肪乳氨基酸

（17）葡萄糖

（19%）注射液 

Fat Emulsion, Amino 

Acids（17） And Glucose

（19%） Injection 

1540ml 
Fresenius Kabi USA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1-32 氯氮平口崩片 
Clozapin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 
100mg 

Barr Laboratories 

Inc 

国际公认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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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3 布洛芬片 Ibuprofen Tablets 800mg 

Dr Reddys 

Laboratories 

Louisiana Llc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51-34 布洛芬片 Ibuprofen Tablets 400mg 

Dr Reddys 

Laboratories 

Louisiana Llc 

 美国橙皮书 

51-35 布洛芬片 Ibuprofen Tablets 600mg 

Dr Reddys 

Laboratories 

Louisiana Llc 

 美国橙皮书 

51-36 
依托咪酯乳状注

射液 

Etomidate Injectable 

Emulsion/Etomidate-Li

puro 

10ml:20mg 
B.Braun Melsungen 

AG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37 
盐酸氢吗啡酮注

射液 

Hydromorph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Palladon 

1ml:2mg Mundi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38 
布地奈德肠溶胶

囊 

Budesonide 

Gastro-Resistant 

Capsules/ Budenofalk 

3mg 
Dr. Falk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39 聚多卡醇注射液 Polidocanol Injection 20mg/2ml 

Chemische Fabrik 

Kreussler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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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0 聚多卡醇注射液 Polidocanol Injection 10mg/2ml 

Chemische Fabrik 

Kreussler & Co.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41 聚多卡醇注射液 Polidocanol Injection 60mg/2ml 

Chemische Fabrik 

Kreussler & Co.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42 
盐酸异丙肾上腺

素注射液 

Isoprenal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Isuprel 

0.2mg/ml 
Hospira Benelux 

BVB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1-43 水合氯醛栓 

Chloral Hydrate 

Suppositories/Escre 

Suppositories 

500mg 久光製薬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44 
枸橼酸坦度螺酮

片 

Tandospirone Citrate 

Tablets/Sediel 
10mg 

大日本住友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1-45 阿昔莫司胶囊 
Acipimox Capsules/ 

Olbetam 
0.25g Pfizer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国上市 

10-131 普伐他汀钠片 
Pravastatin Sodium 

Tablets/SANAPRAV 
20mg 

Daiichi Sankyo 

Italia S.p.A. / 

Daiichi Sankyo 

Portugal, Unip. LDA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Daiichi Sankyo 

Portugal, Unip. 

LDA，不限定上市

国和产地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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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3 
盐酸左西替利嗪

口服滴剂 

Levocetirizine 

Dihydrochloride Oral 

Drops,Solution 

0.5%（10ml，15ml，

20ml） 

UCB Pharma S.P.A./ 

UCB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UCB 

Pharma GmbH 

27-307 米拉贝隆缓释片 

Mirabegron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 Myrbetriq 

50mg 

Astellas Pharma 

Global Development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文名称、商品

名及持证商更新

为 Mirabegron 

Extended-relea

se Tablets、

Myrbetriq、

Astellas Pharma 

Global 

Development Inc 

27-415 地高辛注射液 
Digoxin 

Injection/Lanoxin 
0.25mg/ml（2ml） 

Covis Pharma BV/ 

Covis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变更后的持

证商 Covis 

Pharma Gmbh 

30-86 磷酸特地唑胺片 
Tedizolid Phosphate 

Tablets/Sivextro 
200mg 

Cubist 

Pharmaceuticals 

LLC/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32-12 
盐酸去氧肾上腺

素注射液 

Phenyleph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mL:10mg 

West Ward 

Pharmaceutical 

Corp/ 

Hikma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变更后的持

证商 Hikma 

Pharmaceutical

s International 

Ltd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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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 
格隆溴铵吸入粉

雾剂 

Glycopyrron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Seebri（希润） 

50μg（以 C19H28NO3

计）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分别变

更为格隆溴铵吸

入粉雾剂、

Glycopyrron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27-128 氯雷他定糖浆 
Loratadine Syrup/开瑞

坦 

1mg:1ml（60ml、

100ml） 

Bayer Sa-NV/ 

Bayer Australia Lt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持证商发生变

更，增加变更后

持证商 Bayer 

Australia Ltd 

27-177 
注射用氨苄西林

钠舒巴坦钠 

Ampicillin Sodium and 

Sulbactam Sodium for 

Injection/Unasyn（优立

新） 

0.75g 

Pfizer 

Limited/Pfizer 

Pharma P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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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izer 

Pharma P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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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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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22 年第 17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58b06d54af4f19d02a17e4d4d8d374f7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11 日 

   近年来，生物类似药的研发和申报日益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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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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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2月 8日 

 

  

生物类似药临床药理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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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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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安全性的相

似性评价十分重要。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生物类似药的研发

和评价，本指导原则在《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

则（试行）》和《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

指导原则》的框架下，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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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导原则所述生物类似药是指：在质量、安全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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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品。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结构和功能明确的治疗用重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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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生物类似药研发时应慎重考虑。 

二、临床药理学研究目的 

生物类似药研发是以比对试验研究证明候选药与参照

药的相似性为基础，支持其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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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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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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性，是生物类似药研究的关键步骤之一。临床药理学研

究主要提供候选药与参照药在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 ） 方 面 的 相 似 性 数 据 ， 还 可 通 过 药 效 动 力 学

（Pharmacodynamics, PD）研究（包括疗效和毒性两方面）

和定量药理学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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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部分不确定性，增加相似性评价的整体证据，并可以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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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的研究设计，以评估这些潜在差异。基于潜在差异的程度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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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生物类似药研发的整体证据。 

三、研究内容 

（一）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研究 

本指导原则提出生物类似药 PK 和 PD 比对研究的一般

性要求，对于某些特殊情况，如药物体内消除机理不明确或

涉及明显的靶点介导消除机制、参照药的暴露-效应关系变异

较大等，可能需开展多项临床药理学研究或采用特殊设计，

此类情况建议基于具体药物特征事先与监管机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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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总体设计 

生物类似药的临床药理学研究设计可以采用交叉设计

或平行设计。 

交叉设计：PK 比对研究通常首选单剂量、随机、交叉

研究设计。对于半衰期短（如少于 5 天）、PD 反应迅速（如

起效、达到最大效应和消退时间与药物的暴露量基本同步）、

预期免疫原性发生率低的产品，建议采用交叉设计。该研究

设计对 PK 相似性的评估最为敏感，可以用最少的受试者例

数进行药物暴露差异的可靠估计。当 PD 效应延迟较多或与

单剂量的 PK 行为不平行时，PD 相似性评估可能需采用多剂

量研究设计。交叉设计需充分考虑免疫原性的发生、消退时

间及与清洗期的关系。 

平行设计：部分生物制品具有较长的半衰期，并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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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反应增加从而影响 PK 和/或 PD 相似性评估的药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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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变化的情况。 

对于既可用于单药治疗又可用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如与

免疫抑制剂或化疗药物联用时，单药治疗可使变异最小化，

因此 PK 比对研究采用单药治疗可能更为敏感。某些情况下，

如果需联合治疗时，建议选用引入变异因素较小的化疗方案

及受试者，如采用一线治疗（患者临床状态相对稳定）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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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肿瘤患者（肿瘤负担较低）辅助治疗。 

如果某种药物在不同的治疗领域（如自身免疫和肿瘤）

存在不同的靶点介导消除时，则可能需要分别开展 PK 研究。 

2. 参照药 

应按照《生物类似药研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等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选择参照药。 

3. 研究人群 

临床药理学研究需基于医学伦理要求，在能敏感区分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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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证据说明临床药理学研究所选人群的合理性。受试者样

本量应确保PK和/或PD相似性评价具有足够的统计学效能。 

一般认为，健康志愿者 PK 和 PD 变异较小，而患者往

往存在混杂因素，如疾病状态、伴随疾病和合并用药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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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可评估 PD 指标，建议临床 PK 和 PD 研究的人群优先

选用健康志愿者。 

对于某些药物，出于安全性和伦理等考虑，或者 PD 生

物标志物仅与具有有关病症或疾病的患者相关，此时需选用

患者进行临床药理学研究。若患者不宜采用单剂量给药研究，

应开展多剂量给药研究。 

若 PK比对研究采用的人群和/或剂量与临床有效性比对

研究不同，推荐在临床有效性比对试验中进行群体 PK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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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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性及安全性比对研究的结果。 

4. 剂量选择 

剂量选择应结合研究人群是健康志愿者或患者，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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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 和/或 PD 方面的差异，应选择最有可能提供阐明药物特

性差异且有临床意义数据的敏感剂量。 

若研究采用健康志愿者或检测 PD 指标，一般在暴露-效

应关系曲线的陡峭范围内选择较低剂量开展研究。 

若开展患者研究，通常采用参照药相应适应症获批的剂

量开展临床药理学研究，一般建议采用最低治疗剂量。如果

参照药获批剂量处于非线性 PK 特征区域或超出了产生最大

PD 效应的剂量，最好采用其他剂量方案，如慢性疾病患者

的单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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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具有相同的 PD 效应，如果存在效应差异，伦理方面是

否可行。 

应提供充分证据说明剂量选择的合理性。 

5. 给药途径 

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候选药和参照药应采用相同的给药

途径。若参照药获批的给药方式包括多种给药途径，如静脉

给药和皮下给药等，应采用对于检测药物差异最敏感的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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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进行 PK 和 PD 相似性评价。多数情况下，皮下给药或

其他血管外给药途径较为敏感，因为血管外给药途径既能评

估分布相和消除相的差异，也能评估吸收相的潜在 PK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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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差异。 

6. 采样设计 

6.1 PK 研究采样设计 

在单剂量研究中，采样时间设计需能表征整个PK过程，

包括吸收相、分布相和末端消除相。通常，AUC0-t/AUC0-∞

比值≥80%是可以接受的，如果AUC0-t/AUC0-∞比值＜80%的

受试者比例>20%，则需充分评估试验结论的可靠性。 

对于某些需采用两剂或多剂给药的药物，应在研究中首

剂和末剂给药后均进行采样，因为首剂和末剂给药后采样均

可用于相似性评估，末剂给药后采样还可以评估消除相的差

异，而该部分是首剂给药后无法观测到的。 

如果在患者中采用多剂量研究评估候选药与参照药的

相似性，或无法表征末剂给药后的消除特征，采样设计应能

表征首剂给药后和后续给药（最好是稳态）的PK特征。在参

照药表现为非线性PK的情况下（如：许多具有细胞靶点的抗

肿瘤mAbs在分布和消除动力学上，表现出剂量或时间依赖性

PK，或存在免疫原性相关的变化），表征稳态下的完整血药

浓度-时间曲线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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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PD研究采样设计 

PD 生物标志物采样时间点和采样时长的选择取决于 PD

指标本身的特征（如：给药后 PD 的反应时间）。当开始给药

后 PD 反应滞后时，多剂量给药至稳态的研究非常重要，特

别对于临床治疗方案为长期用药的药物。PD 变化可能与 PK

变化不同步。PD 指标的最佳采样方案可能不同于 PK 指标的

采样方案，这种情况下，PD 采样方案应进行充分论证。如

果一项临床药理学研究同时收集 PK 和 PD 数据，采样方案

应基于 PK 和 PD 两方面指标进行优化。 

7. 检测物质 

在进行PK及PD比对研究时，可能需要考察多种不同的

检测物质。例如PK比对研究的检测物质可能包括游离药物、

与药物靶点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及总药物。建议尽可能采用对

评价候选药和参照药之间药理活性差异最敏感的检测物质

进行定量分析，并使用经验证的生物分析方法。应按照相关

技术要求进行检测。 

8. 药代动力学评价指标 

对于单剂量研究，静脉给药时，AUC0-∞为主要评价指标；

皮下给药时，Cmax和 AUC0-∞均为主要评价指标。Cmax应采用

未经外推的实测数据。 

对于仅开展多剂量研究的情况，主要评价指标为首次给

药后至第二次给药前的截取 AUC(AUC0-t)和稳态下两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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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之间的 AUC (AUC0-τ)。稳态下药物谷浓度（Cmin,ss）和/

或峰浓度（Cmax,ss）为次要评价指标。 

9. 药效动力学评价指标 

当 PD 指标在 PK 研究所获得的药物浓度范围内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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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D 相似性评估药物的相似性。即使 PK/PD 研究中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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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人体 PD 数据仍可为后续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的设计和

数据收集方案提供支持。候选药和参照药之间 PD 指标的比

对应通过效应曲线下面积（AUEC）进行评价。如因 PD 标

志物本身特征仅能获得一个 PD 检测结果时，该检测结果应

与同期检测的药物暴露进行关联，并应将药物暴露和 PD 标

志物的相关性作为候选药与参照药比对的基础。 

使用单一 PD 指标或多个相关 PD 指标开展研究，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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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性的整体证据。推荐采用多个 PD 标志物（如存在）进

行评估。使用能捕获多种药理作用的更广泛生物标志物（如

进行蛋白质或 mRNA 芯片分析）进行研究，也可以增加相应

的研究价值。 

如果可行且适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临床终点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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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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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统计分析和接受标准 

候选药和参照药在临床药理方面是否具有相似性，需基

于统计学方法进行评价。通常推荐采用经对数转换后的暴露

量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目前，PK 和 PD 参数的比较通常建议

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统计方法。平均生物等效性研究方法需

计算候选药和参照药相应参数几何均值比值的 90%置信区

间。相似性评价时，置信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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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异，需事前定义相似性区

间并适当证明其合理性。一般情况下，置信区间的接受限度

通常设置为 80%-125%；如果采用其他接受限度，应对其进

行充分论证，包括对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潜在影响的评估。 

应按照事先预定的分析计划进行数据分析，任何事后统

计分析都是探索性的。 

如果采用多中心研究，建议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案，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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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相似性的影响。 

11. 建模与模拟技术的应用 

建模与模拟技术的应用可能有助于 PK 和/或 PD 研究设

计。例如，可帮助选择最佳剂量用于评估 PD 相似性。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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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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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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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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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效应曲线的平台期。采用模型模拟的方法，可以基于参

照药已知的剂量（或暴露）-效应关系，对 PK 和/或 PD 研究

所选剂量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若无法获知参照药的暴露-效应关系数据，可通过开展一

项探索性研究确定这些信息，从而选择最佳剂量（如：达到

参照药最大效应 50%的剂量[ED50]）开展比对研究。探索性

研究可以评估多个剂量水平（如：已获批的低、中、高剂量）

下的 PK/PD 关系，以获得参照药的剂量-效应或暴露-效应关

系数据。除此之外，也可采用能观察到清晰剂量-效应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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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PD 比对研究。如果用于指导多剂量研究，应对 PK/PD 参

数如 EC50、最大 PD 效应（Emax）以及浓度-效应关系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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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数据也能用于定义 PD 相似性的限度。 

（二）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考虑 

当免疫原性导致药物的 PK 行为改变、PD 效应降低，或

疗效丢失（如：中和抗体），或产生免疫介导的不良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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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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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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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集中，进行综合评估。 

在评估临床药理学研究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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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考虑参照药已知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信息。例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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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或中和抗体）的分析方法，确保可及时评估 PK 和 PD

研究中的免疫原性样本。 

评估从临床药理学研究收集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

时，应充分了解安全性信号或免疫反应的发生和消退时间。

候选药 PK 特征和参照药公开的 PK 数据等，可用于判断安

全性和免疫原性的随访时间。 

四、申报资料 

除常规申报资料要求外，临床药理学研究资料中，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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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受标准的科学合理依据。 

应提供全面的 PK 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AUC0-t、AUC0-∞、

AUC0-τ、AUC0-t/AUC0-∞比值、Cmax、tmax、Cmin,ss、Cmax,ss、表

观分布容积、清除率和消除半衰期等。 

PD比对研究计划应详细阐述关键研究设计如研究剂量、

采样设计、检测物质等。需说明 PD 指标与临床终点的相关

性，并提供科学依据。需充分分析 PK/PD 关系，分析是否存

在 PD 效应延迟等特殊情况。 

采用建模与模拟方法进行研究方案关键设计时，需提交

详细的建模模拟相关资料，可参考《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技

术指导原则》和《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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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c284d30b8839cea6f4af5787511ec8da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21 日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 34号）、《国家药

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 年 10号）、《国家药监局药审

中心关于发布<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 11 号）发布实施后，收集了实施过程

中的相关共性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处理原则，为及时更新并公开受理标准，提高受理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

于申请人，同时为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拟对中药、化学药品、生物

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进行修订。我中心组织起草了《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化学药品

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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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界对修订内容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及时反馈我中心。 

   公示日期为：2022年 2月 18日～2022年 3月 4日。 

   反馈意见邮箱：中药：zyshoulizhinan@cde.org.cn  

   化学药品：hxypshoulizhinan@cde.org.cn 

   生物制品：swzpshoulizhinan@cde.org.cn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2 月 18日  

《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花脸稿）.pdf 

《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pdf 

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修订意见反馈表.docx 

《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修订稿（征求意见稿）》（花脸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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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pdf 

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修订意见反馈表.docx 

《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花脸稿）.pdf 

《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pdf 

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修订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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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facee1f81ab6851678ac30bd01ac14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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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

盖或未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

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要求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中药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应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

资料要求》的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的

格式、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相关信息或研

究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注明“无相关研

究内容”或“不适用”。 

申报资料的撰写还应参考相关法规、技术要求及技术指

导原则的相关规定。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

优惠申请表（如适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中至少一份

为原件；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并

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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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

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

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

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

缝章。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2020 年第 145 号）的相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

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

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

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

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

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

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

申报资料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

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概要），

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一）申报事项审查要点 

1. 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药物拟增加功能主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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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适应症）以及增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申请人应当提

出新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开展新的药物临床

试验。获准上市的药品增加功能主治（或者适应症）需要开

展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提出新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 

2. 药物临床试验终止后，拟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

应当重新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自获准

之日起，三年内未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该药物临床

试验许可自行失效；仍需实施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申

请。 

3. 中药创新药和中药改良型新药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和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按所申报的适应症管理（不包括主治为证

候的中药复方制剂）。同一药物不同功能主治（或者适应症）

应分别提交注册申请。对于同一功能主治（或者适应症）涉

及多个临床试验方案的申请，需在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

中简要说明。 

4．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情形的，可以

直接提出非处方药上市许可申请，同时应在申请表中予以说

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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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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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 

1．申请附条件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就附条件批准上市的

条件和上市后继续完成的研究工作等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

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

请前，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

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同时，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优先

审评审批申请。 

3．沟通交流应符合《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

办法》及相关规定。 

4．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流

编号、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1．药品注册申请表 

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写申请表，

填报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1 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

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药

品上市许可申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

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药

品特别审批程序》办理。 

1.2 申请事项：按照该申请实际申请事项填写。申请临

床研究，选临床试验；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1.3 药品注册分类：按照《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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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选择。 

1.4 其他事项：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条件的企业申请收费

优惠的，可选小微企业收费优惠。 

1.5 药品通用名称：应当使用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

册标准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申报复方制剂或者中药制剂自

拟药品名称的，应当预先进行药品名称查重工作。未列入国

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时，应当提交通用名称证明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

称核准申请。 

1.6 英文名称/拉丁名称：中药制剂没有英文名的，可以

免填；申报中药材的需提供拉丁名。 

1.7 商品名：选择“不使用”商品名。 

1.8 同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其他制剂及规格：填

写该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制剂或不同规格品种的受

理号及名称，包括联合用药的制剂受理号及名称。若为完成

临床研究申请上市的，需填写原临床申请受理号、临床试验

批件号、临床试验登记号等。 

1.9 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

相关信息，应与所提交的证明文件/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

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10 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应与拟申请的功能主治

或适应症一致。 

1.11 是否涉及特殊管理药品或成份：属于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管理的特殊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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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同品种新药监测期：已获准新药监测期的品种，

新药进入监测期之日起，不再受理其他申请人的同品种注册

申请；已批准临床的，可受理申报上市许可申请。 

1.13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

于第几次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

行撤回或因资料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不予批准等情况。原申请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1.14 申请人及委托研究机构： 

所填报的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并指

定其中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的

申请人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

提供签字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

构名称完全一致）。 

2．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 

如符合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可提交小型

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并提供如下信息： 

2.1 基本信息 

如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应与药品注册申请

表有关信息一致。 

2.2 从业人员、上一纳税年度营业收入、企业资产总值等：

申请人依实际情况填写。 

2.3 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

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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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 

（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

证明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1.1 药材/饮片、提取物等处方药味，药用辅料及药包

材证明文件 

1.1.1 药材/饮片、提取物等处方药味来源证明文件 

1.1.2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如供货协

议、发票等（适用于制剂未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1.1.3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授权使用书复印件（适用于制剂

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药用辅料

和药包材企业授权，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

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

由申请人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同名同方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照

《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

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

对所申请药物同名同方的已上市中药品种（若有）每一件相

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

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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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研制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如

适用） 

1.4 对照药合法来源文件（如适用） 

1.5 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证明文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复印件、临床试

验用药质量标准及临床试验登记号等相关材料，并就《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中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1.6 研究机构资质证明文件（如适用） 

非临床研究安全性评价机构应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出具的符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 GLP）的

批准证明或检查报告等证明性文件。临床试验机构应提供备

案证明。 

1.7 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适用于境外已上市药

品） 

1.7.1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该药品上市销售证

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出口国或地区物种主管

当局同意出口的证明。 

1.7.2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或按医疗器械管理的

制剂，应提供该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管理机构允许该品种上市

销售的证明文件。 

1.8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变更的证明文

件、公证认证文书及其中文译文（如适用） 

1.9 药械组合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如适用） 

经属性界定确认属于药品或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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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应提交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结果通知书复印件。 

2．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1 申请人资质证明文件 

2.1.1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相应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适用于上市许可申

请）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

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

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

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

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2.1.2 境外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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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许可申请时，如

变更注册代理机构，还应提交境外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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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2.2.1 境内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等）、相应的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适用于

上市许可申请）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

围。 

申请临床试验的，应提供申请人出具的其临床试验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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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2.2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药品生产企业和包装

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

其中文译文（适用于境外生产的药品）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管理的制剂，应提供该国家

或地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或有关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证明文件。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

医疗器械管理的制剂，应提供企业资格证明文件。 

申请新药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3 小微企业申报资料（如适用）。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

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计部门出具）原件。 

3．其他申报资料 

3.1 申请人应按照《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明

确注册分类，并在“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说明函中说明分类

依据。 

3.2 临床试验报告应符合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要求，临床

试验报告标题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

或协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

责人（签字）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他信息；临

床试验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3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应为 SAS XPORT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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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即 xpt 格式），已锁定的数据库光盘（档案级）一式两

份，并分别装入光盘盒中，盒上须注明文件类型：数据库，

同时注明品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统计软件名称、数据管理单位、数据统计单位等。光

盘盒应封装于档案袋中，档案袋提交资料封面应注明：品名、

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随申报资

料原件一并提交。 

3.4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

药品注册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

通用名称核准申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

袋。 

3.5 拟申报注册的药械组合产品，已有同类产品经属性

界定为药品的，按照药品进行申报；尚未经属性界定的，申

请人应当在申报注册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产品属

性界定。属性界定为药品为主的，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规定的程序进行注册，其中医疗器械部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

申报资料要求提交，单独成袋。 

3.6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

或者补充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1. 境外生产的药品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包括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文件以及允许药品变更证明文件等），为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统一格式原件的，可不经所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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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2. 在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提出新增功能主治

（或者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的，申请时与首次申请重复的

资料可免于提交（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除外），但应在申报资

料中列出首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 

3. 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

给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 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

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 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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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流程图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

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等现行的规定、技术指导原则有关文

件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 年 10 月 22

日印发的《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2020 年第 34

号）同时废止。 

七、附件 

1．中药注册申报资料自查表 

2．参考目录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资料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签收资料并进

行形式审查（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出具《受理通知书》《缴费

通知书》等 

出具《补正通知书》

或《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技术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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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药品名称  规格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  

加快上市注册程序 □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特别审批程序  □不适用 

申请人  

沟通交流编号 

（如适用） 
 备注 

一、基本情况 

1.1 是否有减免申报资料 
□是,请说明 

□不适用 
□否  

1.2 申请人和生产企业是否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

证（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是 

□不适用 
□否  

1.3 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注册检验，并提交送检

凭证复印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否 

□不适用 
□是  

1.4 是否已完成支持药品上市注册的药学、药理

毒理和药物临床试验等研究，确定质量标准，

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并做好接受药品

注册核查检验的准备（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是 

□不适用 
□否  

1.5 是否为药械组合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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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规定不予受理

的情形 
□否 □是  

二、申报材料自查 

2.1 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中药注册分类及申

报资料要求》提交 
□是 □否 

第  袋为行政文件和药

品信息 

第  袋为概要 

第  袋为药学研究资料 

第  袋为药理毒理研究

资料 

第  袋为临床研究资料 

2.2 申报资料封面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

册代理机构公章 
□是 □否  

2.3 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请表 □是 □否  

2.4 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料中内容一致 □是 □否  

2.5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

是否对他人的专利构成侵权 
□否 □是  

2.6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研制立项批复文件复

印件 

 

□是 

□不适用 
□否  

2.7 所提交证明文件是否均在有效期内 □是 □否  

2.8 临床试验是否已登记（如适用） 
□是 

登记号 
□否  

2.9 临床试验报告及封面是否符合相关要求（适

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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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 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 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 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 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 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 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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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1.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 

2. 《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通告 2020 年第 68 号） 

3. 《关于药械组合产品注册有关事宜的通告》（2009 年第 16

号） 

4. 《关于调整药械组合产品属性界定有关事项的通告》

（2019 年第 28 号） 

5. 《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6. 《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7. 《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102 号)  

8. 《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0 年

第 89 号） 

9. 《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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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及依据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

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34号）发布实施后，收集了实

施过程中的相关共性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处理原则，为及

时更新并公开受理标准，提高受理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于

申请人，同时为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

（试行）》的要求，我中心拟对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进行

修订。 

二、修订过程 

根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2020年第89号）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受理工作中汇总形成

的统一审查标准，启动受理审查指南的修订工作，2021年5月

形成初稿。后经药品注册司反馈意见，2022年1月形成征求意

见稿，现就修订内容对外征求意见。 

三、修订内容 

修订内容主要涉及申请表的整理、申报资料的整理、专

利信息及证明文件，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同时对第

四项申请表审查要点、第六项其他、参考目录进行更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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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指南修订稿。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一、共性修订条款 

1.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2020 年第 145号）的要求修订“申请表的整理”：由使用新

版报盘程序填写申请表调整为通过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 

2.根据《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

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在“申报资料的整理”项下

增加：“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

应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

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3.按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第六条的要求在“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项下增加“同名同方

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照《药品专利纠

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照已在中国上

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对所申请药物

同名同方的已上市中药品种（若有）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

作出声明。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 

3.为符合《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七条的要求，

保障审评审批的顺利开展，在“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项下增加“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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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

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

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

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

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

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4.为进一步规范申请人填表，避免歧义，将“本次申请

为：填写申报品种本次属于第几次申报。”明确为“本次申请

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几次申报”；同时

更新“六、其他”中废止内容，更新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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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 

序

号 

修订项目 
修订后内容 反馈意见 理由或依据 

1 

申请表的

整理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2020 年第 145 号）的相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

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对

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

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

章。 

    

2 
申报资料

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

请人应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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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

告外，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

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

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

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

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行政文件和药品信息、

概要），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3 
申请表审

查要点 

  1.13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

次属于第几次申报。 
    

4 
专利信息

及证明文

同名同方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

当按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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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的要求，对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

开的专利信息，针对所申请药物同名同方的已上市中

药品种（若有）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 

5 

申请人资

质证明性

文件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

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

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

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

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6 

生产企业

资质证明

文件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

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

受托生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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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或未

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后续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等文件要求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2、5.1 类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市

许可申请。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

料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应根据现

行版《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以下

简称 CTD）格式整理，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

相关信息或研究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注明

“不适用”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

申请表（如适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中至少一份为原件；

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并应符合填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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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要求。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关要

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

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

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

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依据关于启用新版

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的公告，申请表的填报须采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统一发布的填报软件，提交由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

报盘程序》生成的电子及纸质文件。确认所用版本为最新版[以

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所生成的电子文件的格式应为 RVT 文件。

各页的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提交的电子申请表一致，申请

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按照

《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

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

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申报

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

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

体例与整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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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套为原件）

+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相应的申

请表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一）申报事项审查要点 

1．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药物拟增加适应症（或者功能

主治）以及增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申请人应当提出新的药

物临床试验申请。获准上市的药品增加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需要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提出新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 

2．药物临床试验终止后，拟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应

当重新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自获准之日起，

三年内未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该药物临床试验许可自行

失效；仍需实施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申请。 

3．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和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按所申报的适应

症管理，同一药物不同适应症应分别提交注册申请。对于同一适

应症涉及多个临床试验方案的申请，需在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事

项中简要说明。 

4．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情形的，可以直

接提出非处方药上市许可申请，同时应在申请表中予以说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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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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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前未持有已上市同品种相关文号的申请人，提出该品

种境内外均未上市的新适应症申请的，需严格按照相关药品注册

法规和技术要求提交完整的申报资料，除新适应症有关申报资料

外，同时提交能够完全支持品种上市的其他资料，无需另行提起

同品种仿制药申请。 

（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 

1．申请附条件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就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条

件和上市后继续完成的研究工作等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

沟通交流确认后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前，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在提出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的同时，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

请。 

3.沟通交流应符合《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

的规定。 

4．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流编

号、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1．药品注册申请表 

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写申请表，填报

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1 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经

沟通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药品上市

许可申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出优先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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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申请；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

办理。 

1.2 申请事项：按照该申请实际申请事项填写。申请临床研

究，选临床试验；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1.3 药品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应参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

申报资料要求》选择。 

1.4 其他事项：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条件的企业申请收费优惠

的，可选小微企业收费优惠。 

1.5 药品通用名称：应当使用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

准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

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提交通用名称证明

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1.6 同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其他制剂及规格：填写该

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制剂或不同规格品种的受理号及名

称，包括联合用药的制剂受理号及名称。若为完成临床研究申请

上市的，需填写原临床申请受理号、临床试验批件号、临床试验

登记号或生物等效性试验备案号等。 

1.7 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原料

药、辅料、包材的相关信息（含原料药受理号），并应与所提交

的证明文件/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

记的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8 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简略填写主要适应症或者功能

主治，应涵盖申报资料中所申请的适应症信息。适应症分类应与

适应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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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是否涉及特殊管理药品或成分：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管理的特殊药品，应选填。 

1.10 同品种新药监测期：已获准新药监测期的品种，新药进

入监测期之日起，不再受理其他申请人的同品种注册申请；已批

准临床的，可受理申报上市许可申请。 

1.101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

几次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行撤回或

因资料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予批准等情

况。原申请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1.112 申请人及委托研究机构 

所填报的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并指定其

中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的申请人各

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授权

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2．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 

如符合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可提交小型微型

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并提供如下信息： 

2.1.基本信息：如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应与药

品注册申请表有关信息一致。 

2.2.从业人员、上一纳税年度营业收入、企业资产总值等：

申请人依实际情况填写。 

2.3.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授权

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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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

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1.1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证明文件 

1.1.1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

供货协议、发票等（适用于制剂未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1.1.2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授权使用书复印件(适用于

制剂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原料药、

药用辅料和药包材企业授权，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1.3 境内生产制剂使用境外生产原料药，因特殊原因无法

在原辅包登记信息平台登记随制剂一并提交申报资料的，应按相

关要求提交原料药境外上市销售和生产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的相关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其权

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由申请人

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3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研制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如适用) 

1.4 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如适用） 

1.5 商标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使用商品名的，应当提供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1.6 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证明文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复印件/生物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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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备案登记号、临床试验用药质量标准及临床试验登记号等相

关材料，并就《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中意见进

行逐项答复。 

1.7 研究机构资质证明文件 

非临床研究安全性评价机构应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的符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 GLP）的批准

证明或检查报告等证明性文件。临床试验机构应提供备案证明。 

1.8 药械组合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经属性界定确认属于药品或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品，应

提交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结果通知书复印件。 

对于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品且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新

药的，在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取消应当

获得境外制药厂商所在生产国家或者地区的上市许可的要求。 

1.9 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适用于境外已上市的药品） 

1.9.1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该药品上市销售的证明

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1.9.2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或按医疗器械管理的制剂，

应提供该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管理机构允许该品种上市销售的证

明文件。 

1.10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变更的证明文件、公

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如适用）。 

2．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1 申请人资质证明文件 

2.1.1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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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

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

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

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

产地址。 

2.1.2 境外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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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文，以及注册

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市许可申请时，如变更注册代理

机构，还应提交境外申请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册关系的文书、公

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2 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2.2.1 境内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相应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

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申请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2.2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药品生产厂和包装厂符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适用于境外生产药品）。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管理的制剂，应提供该国家或地

区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的证明文件，或有关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 ISO 9000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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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的证明文件。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医疗器械管理的制

剂，应提供企业资格证明文件。 

申请新药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申请化学药品 1 类和 2 类（不含 2.4 类新适应症）的境外生

产药品，如在我国提出上市申请时尚未获得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

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性文件，应在上市申报资料

中提交其生产厂及包装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声

明，并承诺在审评作出最终结论前，按相关规定提交境外药品管

理机构出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性文件。 

2.3 小微企业申报资料（如适用）：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门盖章

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计部门出具）原件。 

3．其他申报资料 

3.1 注册分类及依据 

申请人应按照《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明确注

册分类，并在模块一说明函中说明分类依据。 

3.1.1 化学药品新药指中国境内外均未上市的药品，含创新

药和改良型新药。 

3.1.2 含有新的结构明确的、具有药理作用的化合物的新复

方制剂，应按照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 类进行申报。 

3.1.3 含有境内/境外已上市药品的活性成份，申请境内外均

未上市的新适应症，按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2.4 类申报。 

3.1.4 已在境内上市的境外原研药品增加境外已批准境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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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适应症应按照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药物临床试验

和上市许可申请。 

3.1.5 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申

请人应可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3.2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相关指导原则要求，临床研究报告

标题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调研究

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

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3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应为 SAS XPORT 传输格式

（即 xpt 格式），已锁定的数据库光盘（档案级）一式两份，并

分别装入光盘盒中，盒上须注明文件类型：数据库，同时注明品

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统计软

件名称、数据管理单位、数据统计单位等。光盘盒应封装于档案

袋中，档案袋封面应注明：品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

注册代理机构公章），随申报资料原件一并提交。 

3.4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

注册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通用名称

核准申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袋。 

3.5 拟申报注册的药械组合产品，已有同类产品经属性界定

为药品的，按照药品进行申报；尚未经属性界定的，申请人应当

在申报注册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产品属性界定。属性界

定为药品为主的，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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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其中医疗器械部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提交，单

独成袋。 

3.6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要求，药品上市

注册申请时应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申报资料中应提交工

艺验证方案和工艺验证报告。 

3.67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或者

补充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1．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不得委托生产；但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有规定

的除外。 

2．化学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

批要求，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在药品制

剂注册申请时，由药品制剂注册申请人一并提供原料药研究资料

的，应严格按照要求提交完整的原料药申报资料。 

3．境外生产的药品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包括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证明文件以及允许药品变更证明文件等），为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统一格式原件的，可不经所在国公证机构公证及驻所

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4．对于在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或已获批上市的化

学药品，提出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的，申请时与首次历次申

请重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中列

出历首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非 CTD 格式资料还应列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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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对应的资料项目名称）。 

5．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给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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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流程图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规定、

技术指导原则有关文件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布的《化学药品受理审查指南（试行）》（2020

年第 10 号）同时废止。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11 月 30日

公布的《关于发布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17

年第 194 号）同时废止。 

资料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审评中
心签收资料并进
行形式审查（5日） 

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出具《受理通知书》、《缴费通知

书》等 

不符合要求 出具《补正通知书》

或《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技术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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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化学药品 1、2、5.1 类注册申报资料自查表 

2．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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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1 2 5.1  
药品名称  规    格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上市许

可 
注册分类  

加快上市注册程序 
□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特别审批程序  □不

适用 

申 请 人  

沟通交流编号 

（如适用） 
 备注/页码 

一、基本情况 

1.1 是否符合豁免药物临床试验条件（上市许

可申请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1.2 申请人和生产企业是否已取得药品生产许

可证（上市许可申请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1.3 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注册检验，并提交送

检凭证复印件（上市许可申请适用） 

□否 

□不适用 
□是  

1.4 是否已完成支持药品上市注册的药学、药

理毒理学和药物临床试验等研究，确定质量标

准，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并做好接受

药品注册核查检验的准备。申报资料中是否提

交工艺验证方案和工艺验证报告（上市许可申

请适用）。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需是否按照

 

 

□是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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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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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用格式

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标准。 

□是 

□不适用 

□否 

1.5 是否为药械组合产品 □否 □是  

1.6 是否包含国家禁止进口的牛源性成分 

是否包含国家已明令禁止、撤市药物成分，如

含右丙氧芬、西布曲明、盐酸芬氟拉明、甲磺

酸培高利特、苯丙醇胺（PPA）等 

□否 

□否 

 

□是 

□是 

  

1.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规定不予受

理的情形 
□否 □是  

二、申报材料自查 

2.1 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 CTD 要求提交 □是 □否 

第__袋为模块一 

第__袋为模块二 

第__袋为模块三 

第__袋为模块四 

第__袋为模块五 

2.2 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 
□是 □否  

2.3 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请表 □是 □否  

2.4 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料中内容一

致 
□是 □否  

2.5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

是否对他人的专利构成侵权 
□否 □是  

2.6 是否提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研制立项批

复文件复印件 

□是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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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提交证明文件是否均在有效期内 □是 □否  

2.8 临床试验是否已登记（如适用） 

□是 

登记号        

□否  

2.9 临床研究报告标题页是否符合指导原则要

求，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

要或协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

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和统计单位名

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 

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是否提供申办方负责

医学专员签名 

□是 

□不适用 
□否  

声明： 

1、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名称（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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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1．《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 27 号） 

2．《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3．《关于发布<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

模块一文件及 CTD 中文版的通告》（2019 年第 17 号） 

4．《关于药械组合产品注册有关事宜的通告》（2009 年第 16

号） 

5．《关于调整药械组合产品属性界定有关事项的通告》（2019

年第 28 号） 

6. 《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7．《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8．《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102 号） 

9.  《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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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或未明确

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等文件要求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3、4、5.2 类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

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应根据现行版

《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以下简称CTD）

格式整理，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相关信息或研究

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

由。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中

至少一份为原件；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

并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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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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关要求

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

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

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

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依据关于启用新版药品注册申请

表报盘程序的公告，申请表的填报须采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

发布的填报软件，提交由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生成的

电子及纸质文件。确认所用版本为最新版[以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

所生成的电子文件的格式应为RVT 文件。各页的数据核对码必须一

致，并与提交的电子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

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按照《药

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

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申报资

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面公

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

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

+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

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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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事项审查要点 

1．药物临床试验终止后，拟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

新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自获准之日起，三年

内未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该药物临床试验许可自行失效；

仍需实施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申请。 

2．仿制药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情形，经申请人评估，认为无需或

者不能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符合豁免药物临床试验条件的，申请人可

以直接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同时应在申请表中予以说明。 

3．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情形的，可以直接提

出非处方药上市许可申请，同时应在申请表中予以说明。 

4．临床价值明确、原研明确的品种，申请人应基于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的《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进行研发及申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或文件中已确认为临床价值明确，

但原研不明确，无法确定参比制剂的品种，可按照仿制药进行申报。

其他情形，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

经沟通交流确认后提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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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如适用） 

1．申请附条件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就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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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继续完成的研究工作等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

流确认后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申请优先审评审批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

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在提出药品上

市许可申请的同时，向药品审评中心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 

3．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流编号、

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写申请表，填报信

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经沟通

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

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

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办理。 

2．申请事项：按照该申请实际申请事项填写。申请临床研究，

选临床试验；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3．药品注册分类：化学药品应参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

资料要求》选择。 

4．药品通用名称：应与所选参比制剂的通用名称一致。未列入

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

请时，应当提交通用名称证明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5．商品名称：选择“不使用”。 

6．同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其他制剂及规格：填写该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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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制剂或不同规格品种的受理号及名称，包括

联合用药的制剂受理号及名称。若为完成临床研究申请上市的，需

填写原临床申请受理号、临床试验批件号、临床试验登记号或生物

等效性试验备案号等。 

7．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原料药、

辅料、包材的相关信息（含原料药受理号），并应与所提交的证明

文件/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内

容保持一致。 

8．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简略填写主要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应涵盖申报资料中所申请的适应症信息。适应症分类应与适应症一

致。 

9．是否涉及特殊管理药品或成分：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管理的特殊药品，应选填。 

10．同品种新药监测期：已获准新药监测期的品种，新药进入

监测期之日起，不再受理其他申请人的同品种注册申请；已批准临

床的，可受理申报上市许可申请。 

101．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几次

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行撤回或因资料

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予批准等情况。原申请

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11．参比制剂信息（仿制药适用)：申请人应选择国家药监局《化

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已公布的参比制剂开展研究，并在仿制药

注册申请表中“参比制剂信息（仿制药适用)”项填写研究中所用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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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相应信息。 

12．申请人及委托研究机构 

所填报的信息应与证明文件中相应内容保持一致，并指定其中

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的申请人各机构

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授权书原件）

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13．如申请人选择的参比制剂中存在附条件批准的适应症，申

请人应当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中对其附条件批准的适应症进行说

明。 

（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事

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1.1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证明文件 

1.1.1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供货

协议、发票等（适用于制剂未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1.1.2 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的授权使用书复印件(适用于

制剂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原料药、药用

辅料和药包材企业授权，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1.3 境内生产制剂使用境外生产原料药，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原

辅包登记信息平台登记随制剂一并提交申报资料的，应按相关要求

提交原料药境外上市销售和生产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

关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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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其权属

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由申请人出具，

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化学仿制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照《药品

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照已在中国

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对被仿制药每一件

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

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 

1.3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研制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如适用) 

1.4 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如适用） 

参比制剂来源证明文件一般包括：官方网站的批准信息，所购参

比制剂的实物和包装标签（包括内包装和外包装）照片，购买发票、

说明书、进口药品批件和进口药品通关单（采用国外上市的参比制剂

时需提供）复印件等相关文件。并同时说明参比制剂的来源（上市国

家或地区）、药品通用名称、英文名、商品名、规格、剂型、持证商

等信息。 

1.5 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证明文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复印件/生物等效性试

验备案登记号、临床试验用药质量标准及临床试验登记号等相关材

料，并就《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中意见进行逐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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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1.6 研究机构资质证明文件 

非临床研究安全性评价机构应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符

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LP）的批准证明或检

查报告等证明性文件。临床试验机构应提供备案证明。 

1.7 药械组合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经属性界定确认属于药品或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品，应提

交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结果通知书复印件。 

1.8 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适用于境外已上市的药品） 

1.8.1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该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

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1.8.2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或按医疗器械管理的制剂，应

提供该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管理机构允许该品种上市销售的证明文

件。 

1.9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许药品变更的证明文件、公证认

证文书及中文译文（如适用） 

2．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1 申请人资质证明文件 

2.1.1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相应

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

包含标示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

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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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2.1.2 境外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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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文，以及注册代理

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市许可申请时，如变更注册代理机构，

还应提交境外申请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册关系的文书、公证文书及

中文译文。 

2.2 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2.2.1 境内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相

应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C 且具备

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申请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2.2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药品生产厂和包装厂符合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适用

于境外生产药品）。 

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食品管理的制剂，应提供该国家或地区

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

文件，或有关机构出具的该生产企业符合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的

证明文件。对于生产国家或地区按医疗器械管理的制剂，应提供企

业资格证明文件。 

3．其他申报资料 

3.1 注册分类及依据 

申请人应按照《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明确注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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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并在模块一说明函中说明分类依据。 

3.1.1 同品种不同规格，经申请人评估，认为适应症和用法用量

一致的，应按照同一注册分类进行申报。 

3.1.2 口服溶液剂、滴眼剂、注射剂、吸入溶液剂具有与参比制

剂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浓度、适应症、给药途径和用法用量的，

可按照化学仿制药进行申报，但需对申请装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

行充分评估。 

3.1.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或文件中已确认

为临床价值明确，但原研不明确，无法确定参比制剂的品种，且已

有同品种在境内上市的，按照化学药品 4 类申报受理。 

3.1.4 3 境内外同步研发的境外生产仿制药，应按照化学药品

5.2 类申报，如申报临床试验，不要求提供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

件。 

3.1.54 境内生产的药品增加境外已批准境内未批准的适应症应

按照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3 类申报药物临床试验和上市许可申请。 

3.1.5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或原研地产化品种已纳入《仿制药参比

制剂目录》，但因为可及性等问题，制剂申请人选择参比制剂目录

中公示的未进口原研药品进行仿制，所申报适应症与境内已批准适

应症一致的前提下，可按照化学药品 4 类进行申报和受理。 

3.1.6 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申请人

应可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3.2 仿制药上市注册申请时，在注册批生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前提

下，申报资料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注册批样品 6 个月稳定性试验数据。

同时应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申报资料中应提交工艺验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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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工艺验证报告。 

3.3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相关指导原则要求，临床研究报告标题

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调研究者（签

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和统计单

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

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4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应为SAS XPORT 传输格式（即

xpt 格式），已锁定的数据库光盘（档案级）一式两份，并分别装

入光盘盒中，盒上须注明文件类型：数据库，同时注明品名、申报

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统计软件名称、数

据管理单位、数据统计单位等。光盘盒应封装于档案袋中，档案袋

封面应注明：品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

章），随申报资料原件一并提交。 

3.5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

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

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袋。 

3.6 拟申报注册的药械组合产品，已有同类产品经属性界定为药

品的，按照药品进行申报；尚未经属性界定的，申请人应当在申报注

册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产品属性界定。属性界定为药品为主

的，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注册，其中医疗器械

部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提交，单独成袋。 

3.7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或者补充

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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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不得委托生产；但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化学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批要

求，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在药品制剂注册

申请时，由药品制剂注册申请人一并提供原料药研究资料的，应严

格按照要求提交完整的原料药申报资料。 

3．境外生产的药品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包括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

明文件以及允许药品变更证明文件等），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统一格式原件的，可不经所在国公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

领馆认证。 

4．生物等效性试验应按照《关于化学药生物等效性试验实行备

案管理的公告》（2015 年第 257 号）等相关要求办理。属化学药品

注册分类 3 类、4 类、5.2 类的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

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及细胞毒类药品，申

请人进行自我评估后，在能够确保受试者安全的前提下，可进行BE

试验备案。 

5．在对于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或已获批上市的化学药

品，提出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的，申请时与首次历次申请重复

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中列出首次历

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非 CTD 格式资料还应列出编号对应的

资料项目名称）。 

6. 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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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一

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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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规定、

技术指导原则有关文件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化学药品受理审查指南（试行）》（2020

年第 10 号）同时废止。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11月 30日公

布的《关于发布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17 年

第 194 号）同时废止。 

不符合要求 

资料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签收
资料并进行形式审

查（5日） 

出具《补正通知书》

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出具《受

理通知书》、《缴费通知书》等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技术审评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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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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化学药品 3、4、5.2 类注册申报资料自查表  

2．参考目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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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3 4 5.2  

药品名称  规    格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  

加快上市注册程序 □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特别审批程序 □不适用 

申 请 人  

所选参比制剂目录 

批次及序号 
第  批，序号   

沟通交流编

号（如适用） 
 备注/页码 

一、基本情况 

1.1是否具有与参比制剂相同的活性成份、剂型、

规格、适应症、给药途径和用法用量 

□是 □否 
 

1.2是否符合豁免药物临床试验条件（上市许可申

请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1.3申请人和生产企业是否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上市许可申请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1.4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注册检验，并提交送检凭证复

印件（上市许可申请适用） 

□否 

□不适用 
□是  

1.5是否已完成支持药品上市注册的药学、药理毒

理学和药物临床试验等研究，确定质量标准，完成

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并做好接受药品注册核查

检验的准备。申报资料中是否提交工艺验证方案和

工艺验证报告（上市许可申请适用）。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需按照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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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用格式撰写生产工艺信息

表和质量标准。 

 

□是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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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是否为药械组合产品 □否 □是  

1.7是否包含国家禁止进口的牛源性成分 

是否包含国家已明令禁止、撤市药物成分，如含右

丙氧芬、西布曲明、盐酸芬氟拉明、甲磺酸培高利

特、苯丙醇胺（PPA）等 

□否 

□否 

 

 

□是 

□是 

 

 

 

1.8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规定不予受理的

情形 
□否 □是  

二、申报材料自查 

2.1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CTD要求提交 □是 □否 

第__袋为模块一 

第__袋为模块二 

第__袋为模块三 

第__袋为模块四 

第__袋为模块五 

2.2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 □是 □否  

2.3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请表 □是 □否  

2.4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料中内容一致 □是 □否  

2.5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是否对

他人的专利构成侵权上市许可申请，是否对照已在

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

针对被仿制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申明。 

□否 □是  

2.6是否提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研制立项批复文

件复印件 

□是 

□不适用 
□否  

2.7所提交证明文件是否均在效期内 □是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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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是否提交高风险产品包材相容性研究资料 
□是 

□不适用 
□否  

2.9有关物质与杂质谱分析 

是否进行杂质谱分析 

是否提交与参比制剂的杂质谱对比研究资料 

是否提交分析方法学验证资料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2.10口服固体制剂是否与参比制剂进行了溶出曲线

对比 
□是 □否  

2.11是否提交含量测定分析方法学验证资料 □是 □否  

2.12注册批生产规模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提交三个

注册批样品6个月稳定性试验数据（上市许可申请

适用） 

□是 

□不适用 
□否  

2.13 临床试验是否已登记（如适用） 
□是 

登记号        
□否  

2.14临床研究报告标题页是否符合指导原则要求，

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调

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

学负责人（签字）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要求

的其它信息 

临床研究报告附录II中是否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

员签名 

□是 

□不适用 
□否  

2.15 BE试验过程中，参比制剂、原料药、制剂处

方、工艺等发生变更的，是否提交历次变更及备案

资料 

□是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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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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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1．《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 27 号） 

2．《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3．《关于发布<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模

块一文件及CTD 中文版的通告》（2019 年第 17 号） 

4．《关于药械组合产品注册有关事宜的通告》（2009 年第 16 号） 

5．《关于调整药械组合产品属性界定有关事项的通告》（2019 年

第 28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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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8．《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9．《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102

号)  

10．《关于调整化学仿制药长期稳定性研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

（2018 年第 82 号） 

11．《药审中心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试行）》 

12.《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0 年第

89 号） 

13.《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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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

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10号）发布实施后，收

集了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共性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处理原则，

为及时更新并公开受理标准，提高受理工作质量，更好的服

务于申请人，同时为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

办法（试行）》（2021年89号）的要求，我中心拟对化学药

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根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受理工作中汇总形成的统一审查标准，

我中心于2021年5月启动受理审查指南修订工作，2021年5月

形成初稿。后经药品注册司反馈意见，2022年1月形成征求

意见稿，现就修订内容对外征求意见。 

三、修订内容 

修订内容主要涉及申请表的整理、申报资料的整理、申

报事项审查要点、申请表审查要点、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其他申报资料、其他提示，同

时对版本日期、目录、第六项其他、参考目录、自查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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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新。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一）、共性修订条款 

1．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2020 年第 145 号）的要求，修订 “申请表的整理”：由使

用新版报盘程序填写申请表调整为通过国家理局网上办事

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 

2．根据《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

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在“申报资料的整理”项

下增加：“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

请人应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

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3．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后，新药监测期内

不受理其他同品种的要求已无上位法依据，建议删除“申请

表审查要点”项下“同品种新药监测期”的相关要求。 

4．为进一步规范申请人填表，避免歧义，将“本次申

请为：填写申报品种本次属于第几次申报。”明确为“本次

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几次申报”。 

5．为符合《关于调整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审评

审批事项的公告》（2017 年 146 号）的要求，实现关联审评

审批，修订“申请审查要点”第 1.7 项未为“1.7 原/辅料/包材

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原料药、辅料、包材

的相关信息（含原料药受理号），并应与所提交的证明文件/

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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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保持一致”。 

6．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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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建议在“产

品相关证明文件”增加“1.1.3 境内生产制剂使用境外生产原

料药，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原辅包登记信息平台登记随制剂一

并提交申报资料的，应按相关要求提交原料药境外上市销售

和生产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证明文件、公证

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7．为符合《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七条的要

求，保障审评审批的顺利开展，在“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

文件”项下增加“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

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

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

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

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受托生产企业

《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

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8．修订“申报资料审查要点”项下“其他申报资料”相

关内容为：“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

的，申请人可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9．根据业界反馈问题，为避免重复资料多次递交，将 

“申报资料审查要点”项下“其他提示”相关内容修订为：“对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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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获准开展临床试验或已获批上市的化学药品，提出新增

适应症的，申请时与历次申请重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

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中列出历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

号（非 CTD 格式资料还应列出编号对应的资料项目名称）。”。 

10．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要求以及审

评工作要求，建议在“其他申报资料”项下增加“ 药品上

市注册申请时应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申报资料中应

提交工艺验证方案和工艺验证报告”。 

11．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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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自查表中增加“申请人提

出药品注册申请时，需按照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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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用格式

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标准。”的要求。同时更新版本

日期为 2022 年，更新目录页码，更新“六、其他”中废止

内容，更新参考目录。 

（二）、针对化学新药受理审查指南的修订条款 

1．为鼓励新药研发申报，“申报资料审查要求点”2.2.2

项下增加“申请化学药品 1 类和 2 类（不含 2.4 类新适应症）

的境外生产药品，如在我国提出上市申请时尚未获得境外管

理机构出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性文件，应在

上市申报资料中提交其生产厂及包装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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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管理规范要求的声明，并承诺在审评作出最终结论前，按相

关规定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证明性文件”。 

2．根据业界反馈问题，并结合现行药品注册法规和技

术要求在“申报事项审查要点”项下增加“6．此前未持有

已上市同品种相关文号的申请人，提出该品种境内外均未上

市的新适应症申请的，需严格按照相关药品注册法规和技术

要求提交完整的申报资料，除新适应症有关申报资料外，同

时提交能够完全支持品种上市的其他资料的，无需另行提起

同品种仿制药申请”。 

（三）、针对化学仿制药受理审查指南的修订条款 

1．根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2021 年第 89 号）的相关要求修订“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项下内容： “化学仿制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

应当按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的要求，对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

利信息，针对被仿制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做出声明。上

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

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同时对自查表相关内容进

行修订。 

2．对于临床价值明确、原研明确的品种，申请人应基

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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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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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及申报，建议在“申请表审查要点”项下增加“11．参

比制剂信息（仿制药适用）：申请人应选择国家药监局《化

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已公布的参比制剂开展研究，并在

仿制药注册申请表中“参比制剂信息（仿制药适用）”项填写

研究中所用参比制剂的相应信息”。“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

项下增加“参比制剂来源证明文件一般包括：官方网站的批

准信息，所购参比制剂的实物和包装标签（包括内包装和外

包装）照片，购买发票、说明书、进口药品批件和进口药品

通关单（采用国外上市的参比制剂时需提供）复印件等相关

文件。并同时说明参比制剂的来源（上市国家或地区）、药

品通用名称、英文名、商品名、规格、剂型、持证商等信息”。 

3．为方便审评审批，建议在“申请表审查要点”项下

增加“13．如申请人选择的参比制剂中存在附条件批准的适

应症，申请人应当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中对其附条件批准

的适应症进行标注。” 

4．考虑到参比制剂遴选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将“注册

分类及依据”项下 3.1.2 条款新增加注射剂和吸入溶液剂并

要求需对申请装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评估。 

5．删除“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或

文件中已确认为临床价值明确，但原研不明确，无法确定参

比制剂的品种，可按照仿制药进行申报。其他情形，申请人

在提出申请前，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

确认后提交”和“3.1.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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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文件中已确认为临床价值明确，但原研不明确，无法确

定参比制剂的品种，且已有同品种在境内上市的，按照化学

药品 4 类申报受理”。 

6．考虑到存在同一品种选择不同参比制剂的情形，为

统一审评尺度，建议在“注册分类及依据”项下增加“3.1.6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或原研地产化品种已纳入《化学仿制药参

比制剂目录》，但因为可及性等问题，制剂申请人选择参比

制剂目录中公示的未进口原研药品进行仿制，所申报适应症

与境内已批准适应症一致的前提下，可按照化学药品 4 类进

行申报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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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药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 

序

号 
修订项目 修订后内容 反馈意见 理由或依据 

1 
申请表的

整理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

的相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

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

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

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第一部分/第二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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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申报资料

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

请人应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

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

告外，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

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

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

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3 
申报事项

审查要点 

6．此前未持有已上市同品种相关文号的申请人，

提出该品种境内外均未上市的新适应症申请的，需严

格按照相关药品注册法规和技术要求提交完整的申报

资料，除新适应症有关申报资料外，同时提交能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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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支持品种上市的其他资料的，无需另行提起同品种

仿制药申请。（第一部分） 

4 
申报事项

审查要点 

删除“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或文件中已确认为临床价值明确，但原研不明确，无

法确定参比制剂的品种，可按照仿制药进行申报。其

他情形，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前，应当与药品审评中心

沟通交流，经沟通交流确认后提交”。（第二部分） 

  

5 
申请表审

查要点 

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

的原料药、辅料、包材的相关信息（含原料药受理号），

并应与所提交的证明文件/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

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内容保持一致。（第一

部分/第二部分） 

  

6 
申请表审

查要点 

删除“同品种新药监测期：已获准新药监测期的品

种，新药进入监测期之日起，不再受理其他申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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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品种注册申请；已批准临床的，可受理申报上市许

可申请。”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7 
申请表审

查要点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

于第几次申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8 
申请表审

查要点 

11．参比制剂信息（仿制药适用)：申请人应选择

国家药监局《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已公布的参

比制剂开展研究，并在仿制药注册申请表中“参比制剂

信息（仿制药适用)”项填写研究中所用参比制剂的相应

信息。（第二部分） 

  

9 
申请表审

查要点 

13．如申请人选择的参比制剂中存在附条件批准

的适应症，申请人应当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中对其附

条件批准的适应症进行标注。（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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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产品相关

证明性文

件 

1.1.3 境内生产制剂使用境外生产原料药，因特殊

原因无法在原辅包登记信息平台登记随制剂一并提交

申报资料的，应按相关要求提交原料药境外上市销售

和生产厂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证明文

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11 

产品相关

证明性文

件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修订为：“化学仿制药申请人

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照《药品专利纠纷

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照已在中

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对

被仿制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第二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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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性文

件 

1.4 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如适用） 

参比制剂来源证明文件一般包括：官方网站的批

准信息，所购参比制剂的实物和包装标签（包括内包

装和外包装）照片，购买发票、说明书、进口药品批

件和进口药品通关单（采用国外上市的参比制剂时需

提供）复印件等相关文件。并同时说明参比制剂的来

源（上市国家或地区）、药品通用名称、英文名、商品

名、规格、剂型、持证商等信息。（第二部分） 

  

13 

申请人/

生产企业

证明性文

件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

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

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

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

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

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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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生产范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14 

申请人/

生产企业

证明性文

件 

申请化学药品 1 类和 2 类（不含 2.4 类新适应症）

的境外生产药品，如在我国提出上市申请时尚未获得

境外管理机构出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

性文件，应在上市申报资料中提交其生产厂及包装厂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声明，并承诺在审

评作出最终结论前，按相关规定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

构出具的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性文件。 

（第一部分） 

  

15 
其他申报

资料 

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

的，申请人可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第

一部分/第二部分） 
  

16 
其他申报

资料 

3.6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要求，

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时应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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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资料中应提交工艺验证方案和工艺验证报告。同

时修订自查表相关内容。（第一部分） 

17 
其他申报

资料 

3.1.2 口服溶液剂、滴眼剂、注射剂、吸入溶液剂

具有与参比制剂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浓度、适应

症、给药途径和用法用量的，可按照化学仿制药进行

申报，但需对申请装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充分评

估。 （第二部分） 

  

18 
其他申报

资料 

删除“3.1.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技术指导原

则或文件中已确认为临床价值明确，但原研不明确，

无法确定参比制剂的品种，且已有同品种在境内上市

的，按照化学药品 4 类申报受理”。（第二部分） 

  

19 
其他申报

资料 

3.1.5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或原研地产化品种已纳入

《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但因为可及性等问题，制剂

申请人选择参比制剂目录中公示的未进口原研药品进

行仿制，所申报适应症与境内已批准适应症一致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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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可按照化学药品 4 类进行申报和受理。（第二部

分） 

20 
其他申报

资料 

3.2 仿制药上市注册申请时，在注册批生产规模符

合要求的前提下，申报资料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注册批

样品 6 个月稳定性试验数据。同时应完成商业规模生

产工艺验证，申报资料中应提交工艺验证方案和工艺

验证报告。同时修订自查表相关内容。（第二部分） 

  

21 其他提示 

对于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或已获批上市的

化学药品，提出新增适应症的，申请时与历次申请重

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

中列出历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非 CTD 格式资料

还应列出编号对应的资料项目名称）。”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22 自查表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需按照现行《中药、

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通用格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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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指南》附件通用格式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

标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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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

或未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后续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预防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申请/上市许可申请。预防用生

物制品是指为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

接种的疫苗类生物制品，包括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

苗。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

报资料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

应根据《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以

下简称 CTD）整理，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

相关信息或研究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

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

优惠申请表（如适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中至少一份

为原件。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并

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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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

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

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

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

缝章。依据关于启用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的公告，

申请表的填报须采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发布的填报

软件，提交由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生成的电子

及纸质文件。确认所用版本为最新版[以最新发布的公告为

准]，所生成的电子文件的格式应为 RVT 文件。各页的数据

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提交的电子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

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

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

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

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含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

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

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

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

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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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事项审查要点 

1.药物临床试验终止后，拟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

应当重新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自获准

之日起，三年内未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该药物临床

试验许可自行失效；仍需实施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提

出申请。 

2.疫苗上市许可申请审评期间，发生可能影响疫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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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审评中心并提交证明性资料。 

（ 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 

1. 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应

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

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 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原则上应

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3. 上市许可申请前，原则上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

会议申请。1．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应

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2．上市许可申请前，申请人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

会议申请。 

34. 沟通交流应符合《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

理办法》的规定。 

45．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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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编号、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1．药品注册申请表 

申请表应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

写，填报信息应与证明性文件及申报资料保持一致。 

1.1 疫苗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

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

疫苗上市许可申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

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

《药品特别审批程序》办理。 

1.2 申请事项：按照该申请实际申请事项填写。申请临床

研究，选临床试验；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1.3 疫苗注册分类：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

要求》预防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 

1.4 其他事项：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条件的企业申请收费

优惠的，可选小微企业收费优惠。 

1.5 药品通用名称：应当使用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

册标准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

注册标准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提交

通用名称证明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1.6 同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其他制剂及规格：填

写该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制剂或不同规格品种的受

理号及名称，若为完成临床研究申请上市的，需填写原临床

申请受理号、临床试验批件号、临床试验登记号。 

1.7 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疫苗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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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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包材的相关信息，应与所提交的证明文件以及药用辅

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内容保持一致。 

1.8 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简略填写主要作用与用途，

应涵盖申报资料中所申请的全部预防的疾病。 

1.9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

第几次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行

撤回或因资料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

予批准等情况。原申请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1.10 申请人及委托研究机构 

所填报的信息应与证明性文件和申报资料保持一致，并

指定其中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

的申请人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

需提供签字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

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2.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 

如符合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可提交小型

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并提供如下信息： 

2.1 基本信息：如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应与

《药品注册申请表》有关信息一致。 

2.2 从业人员、上一纳税年度营业收入、企业资产总值等：

申请人依实际情况填写。 

2.3 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

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

全一致）。 

（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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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

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产品相关证明文件 

1.1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证明文件 

1.1.1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供货协

议、发票等（适用于制剂未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1.1.2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使用授权书复印件(适用于制剂

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药用辅料和

药包材企业授权，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

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

由申请人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3 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如适用） 

1.4 商标信息及证明文件（如适用） 

申请商品名的，应当提供商标注册证。 

1.5 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证明文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及临床试验过程

中相关补充申请（如有）复印件、临床试验用药质量标准及

临床试验登记号等相关材料，并就《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

床试验通知书中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1.6 研究机构资质证明文件 

非临床研究安全性评价机构应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出具的符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 GLP）的

批准证明或检查报告等证明性文件。临床试验机构应提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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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药械组合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经属性界定确认属于药品或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

品，应提交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结果通知书复印件。 

1.8 允许临床试验证明文件 

境外未上市的疫苗，应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

许该疫苗临床试验证明文件（如有）或其他相应证明文件、

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1.9 允许疫苗上市销售证明文件 

境外已上市的疫苗，应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允

许该疫苗上市销售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1 申请人证明性文件 

2.1.1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含相应疫苗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且

对应的分类码不得标注应为 BA（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2.1.2 境外申请人指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疫

苗注册事项的，应当提供委托文书、公证文书及其中文译本，

以及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市许可申请时，如

变更注册代理机构，还应提交境外申请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

册关系的文书、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2 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2.1 境内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等）。含相应疫苗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

（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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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疫苗生产厂和包装厂符

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

译文（适用于境外生产药品）。 

2.2.3 申请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3 小微企业申报资料（如适用）：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

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计部门出具）原件。 

2.4 对于关键原材料来源、佐剂来源、生产用毒种和生产

用细胞基质来源等证明文件，应在 3.2.S.2.3 予以提供。 

2.5 疫苗临床试验主要负责机构应提供三级医疗机构或

省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3．其他申报资料 

3.1 注册分类及依据 

申请人应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第

一部分预防用生物制品的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并在

模块一说明函中说明分类依据。 

对于已上市疫苗改变免疫剂量或免疫程序的，应按照完

整的药品上市注册程序提出药物临床试验和及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申报。 

药品注册分类在提出上市申请时确定，审评过程中不因

其他药品在境内外上市而变更。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

类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申请人应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

申报。 

3.2 药学申报资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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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疫苗的研发规律，在申报的不同阶段，药学研究，

包括工艺和质控是逐步递进和完善的过程。不同疫苗也各有

其药学特点。如果申请人认为不必提交申报资料要求的某项

或某些研究，应标明不适用，并提出充分依据。 

3.2.1 种子批及细胞基质   

对于涉及病毒毒种的疫苗申报资料，应在 3.2.S.2.3 部分

提交生产用毒种资料。 

在 3.2.S.2.3 提供生产用菌（毒）种种子批和生产用细胞

基质种子批中检院或相关药品监管机构认可的第三方检定

机构复核检定报告。 

3.2.2 佐剂 

佐剂相关研究资料提交至以下两个部分：在 3.2.P 提供

佐剂的概述；在 3.2.A.3 提交完整的药学研究信息。 

3.2.3 外源因子安全性评价 

目标病毒灭活验证资料在 3.2.S.2.5 工艺验证部分提交。

非目标病毒的去除/灭活验证研究提供在 3.2.A.2 外源因子安

全性评价部分提交。 

3.2.4 多联/多价疫苗： 

对于多价疫苗，各型组分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较为相似

的，可在同一 3.2.S 章节中进行描述；差异较大的，可分别提

供单独的 3.2.S 章节。 

当产品含有多种组分（例如联合疫苗，或附带稀释剂），

可每个组分分别提供一个完整的原液和/或制剂章节。 

3.2.5 区域性信息 

3.2.R.1 工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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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 

3.2.R.2 批记录 

临床试验申请时，提供代表临床试验用样品工艺的批生

产、检验记录； 

上市申请时，提供关键临床代表性批次和至少连续三批

拟上市规模验证批的批生产、检验记录； 

提供上述批次的检验报告。 

3.2.R.3 分析方法验证报告 

提供分析方法验证报告，包含典型图谱。 

3.2.R.4 稳定性图谱 

提供稳定性研究的典型图谱。 

3.2.R.5 可比性方案（如适用） 

3.2.R.6 其他 

3.3 非临床资料要求 

3.3.1 佐剂 

对于佐剂，如有药代、毒理学研究，按照 ICH M4 基本

框架放在相应部分提交；使用佐剂类型、添加佐剂必要性及

佐剂/抗原配比合理性、佐剂机制等研究内容在 4.2.1.1 主要

药效学部分提交。 

3.3.2 多联/多价疫苗 

多联/多价疫苗抗原配比合理性、多价疫苗抗体交叉保护

活性研究内容在 4.2.1.1 主要药效学部分提交。 

3.4 临床资料要求 

3.4.1 境外申请人申请在境内开展未成年人用疫苗临床

试验的，应当至少取得境外含目标人群的 I 期临床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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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或者国务院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认定急需的其他疫苗除外。 

3.4.2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相关指导原则要求，临床研究

报告标题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

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

（签字）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临床

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4.3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应为 SAS XPORT 传输

格式（即 xpt 格式），已锁定的数据库光盘一式两份，并分别

装入光盘盒中，盒上须注明文件类型：数据库，同时注明品

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统计

软件名称、数据管理单位、数据统计单位等。提交资料封面

应注明：品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随申报资料原件一并提交。 

3.5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

药品注册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

通用名称核准申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

袋。 

3.6 拟申报注册的药械组合产品，已有同类产品经属性

界定为药品的，按照药品进行申报；尚未经属性界定的，申

请人应当在申报注册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产品属

性界定。属性界定为药品为主的，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规定的程序进行注册，其中医疗器械部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

申报资料要求提交，单独成袋。 

3.7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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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补充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1．境外生产的疫苗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文件（包括允许疫苗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文件以及允许药品变更证明文件等），为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统一格式原件的，可不经所在国公

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2．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

理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给

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

书》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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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流程图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

规定、技术指导原则有关要求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审中心 2020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

南（试行）》（2020 年第 11 号）同时废止。原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布的《关于发布药品注册受理审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

中心技术审评 

资料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

中心出具《受理通知书》、

《缴费通知书》等 

出具《补正通知书》或

《不予受理通知书》并

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审中心签收资料并

进行形式审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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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17 年第 194 号）同时废止。 

七、附件 

1 预防用生物制品注册申报资料自查表  

2 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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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药品名称  规格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上市许可 
注册分

类 
 

加快上市注册

程序 

□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特别审批程序 

□不适用 

申 请 人  

沟通交流编号  

一、基本要求 

1.1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 CTD要

求提交 
□是 □否 

第__袋为模块一 

第__袋为模块二 

第__袋为模块三 

第__袋为模块四 

第__袋为模块五 

1.2《药品生产许可证》有相应生产

范围 
□是 □否  

1.3申请事项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1.4是否按要求完成沟通交流并提

供申报资料补充完善的情况说明。 

□是 

□不适用 
□否  

1.5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

册代理机构公章 
□是 □否  

1.6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

请表 
□是 □否  

1.7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

料中内容一致 
□是 □否  

1.8申报资料是否符合《申报资料

基本要求》 
□是 □否  

1.9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 □是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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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药品注册检验，并提交送检凭证复

印件。 

□不适用 

1.10申请人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时，是否声明完成了支持药品上市

注册的药学、药理毒理学和药物临

床试验等研究，确定质量标准，完

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并做好

接受药品注册核查检验的准备。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

是否按照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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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用格式撰

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标准。 

□是 

 

 

 

 

□是 

□不适用 

□否 

 

 

 

 

 

□否 

 

1.1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

规定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 □否  

二、申报资料审查 

模块二、概要 

2.1 CTD目录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2.2前言 
□有 

□不适用 

□无 
 

2.3质量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2.4非临床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2.5临床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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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非临床文字总结和汇总表 
□有 

□不适用 

□无  

2.7临床总结 
□有 

□不适用 

□无 
 

模块三、药学研究资料 

3.1 模块 3目录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3.2 主体数据 
□有 

□不适用 

□无 
 

3.2.S原液 

对于多价疫苗，各型组分生产工艺和质

量控制较为相似的，可在同一 3.2.S章

节中描述；差异较大的，可分别提供单

独的 3.2.S章节。 

当产品含有多种组分时（例如联合疫

苗，或附带稀释剂），可每个组分分别提

供一个完整的原液和/或制剂章节。 

□有 

□不适用 

 

 

 

□无 
 

3.2.S.1基本信息 
□有 

□不适用 

□无 
 

3.2.S.2生产 

对于涉及病毒毒种的疫苗申报资料，应

在 3.2.S.2.3 部分提交生产用毒种资

料。 

在 3.2.S.2.3提供生产用菌（毒）种种

子批和生产用细胞基质种子批中检院或

相关药品监管机构认可的第三方检定机

构复核检定报告。目标病毒灭活验证资

料在 3.2.S.2.5工艺验证部分提交。 

□有 

□不适用 

□无 

 

3.2.S.3特性鉴定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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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S.4质量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S.5对照品 
□有 

□不适用 

□无 
 

3.2.S.6包装系统 
□有 

□不适用 

□无 
 

3.2.S.7稳定性 
□有 

□不适用 

□无 
 

3.2.P制剂 

提供佐剂概述。 

□有 

□不适用 

□无 
 

3.2.P.1剂型及产品组成 
□有 

□不适用 

□无 
 

3.2.P.2产品开发 
□有 

□不适用 

□无 
 

3.2.P.3生产 
□有 

□不适用 

□无 
 

3.2.P.4辅料的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P.5制剂的质量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P.6对照品 
□有 

□不适用 

□无 
 

3.2.P.7包装系统 
□有 

□不适用 

□无 
 

3.2.P.8稳定性 
□有 

□不适用 

□无 
 

3.2.A 附件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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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1设施和设备 
□有 

□不适用 

□无 
 

3.2.A.2外源因子的安全性评价 

非目标病毒的去除/灭活验证研究提供

在外源因子安全性评价部分。 

□有 

□不适用 

 

 

 

□无 

 

3.2.A.3辅料 

佐剂在此提交完整的药学研究信息，包

括原材料、工艺、质量属性、检测方法、

稳定性等。 

□有 

□不适用 

□无 

 

3.2.R 区域性信息 
□有 

□不适用 

□无 
 

3.2.R.1工艺验证 

提供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3.2.R.2批记录 

临床试验申请时，提供代表临床试验用

样品工艺的批生产、检验记录；上市申

请时提供关键临床代表性批次和至少连

续三批拟上市规模验证批的批生产、检

验记录。提供上述批次的检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3.2.R.3分析方法验证报告 

提供分析方法验证报告，包含典型图

谱。 

□有 

□不适用 

□无 

 

3.2.R.4稳定性图谱 

提供稳定性研究的典型图谱。 

□有 

□不适用 

□无 
 

3.2.R.5可比性方案（如适用） 
□有 

□不适用 

□无 
 

3.2.R.6其他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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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非临床试验报告 

4.1 目录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4.2 试验报告 

对于佐剂，如有药代、毒理学研究按照

ICH M4基本框架放在相应部分提交。 

   

4.2.1 药理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1.1主要药效学 

使用佐剂类型、添加佐剂必要性及佐剂

/抗原配比合理性、佐剂机制等研究内容

放在主要药效学部分。 

多联/多价疫苗抗原配比合理性、多价

疫苗抗体交叉保护活性研究内容放在此

部分。 

□有 

□不适用 

 

 

 

□无  

4.2.1.2次要药效学 
□有 

□不适用 

□无 
 

4.2.1.3安全药理学 
□有 

□不适用 

□无 
 

4.2.1.4药效学药物相互作用 
□有 

□不适用 

□无 
 

4.2.2 药代动力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2.1 分析方法和验证报告（如有单

独的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4.2.2.2吸收 
□有 

□不适用 

□无 
 

4.2.2.3分布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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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2.2.4代谢 
□有 

□不适用 

□无 
 

4.2.2.5排泄 
□有 

□不适用 

□无 
 

4.2.2.6 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非

临床） 

□有 

□不适用 

□无 
 

4.2.2.7其他药代动力学试验 
□有 

□不适用 

□无 
 

4.2.3 毒理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3.1单次给药毒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2重复给药毒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3遗传毒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4致癌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5生殖毒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6局部耐受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7其他毒性研究（如有） 

除常规安全性研究外，其他安全性研究

可在此部分提交。 

□有 

□不适用 

□无 

 

4.3 参考文献 
□有 

□不适用 

□无 
 

模块五、临床研究报告 

5.1 模块 5的目录表 □有 □无 备注/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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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5.2 所有临床研究的列表 

境外申请人申请在境内开展未成年人

用疫苗临床试验的，应当至少取得境外

含目标人群的 I期临床试验数据。 

□有 

□不适用 

 

□无 
 

临床研究报告标题页是否符合指导原

则要求，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

盖章），主要或协调研究者（签字）、负

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

（签字）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

求的其它信息。 

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是否提供申办

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是 

□不适用 

 

 

 

 

□否 
 

5.3.1生物药剂学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2 采用人体生物材料的药代动力

学相关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3 人体药代动力学（PK）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4 人体药效学（PD）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5 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6 上市后经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7 病例报告表和个体患者列表 
□有 

□不适用 

□无 
 

5.4 参考文献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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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 2 

 

1．《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 27 号） 

2．《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3．《关于发布<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

模块一文件及 CTD 中文版的通告》（2019 年第 17 号） 

4．《关于药械组合产品注册有关事宜的通告》（2009 年第 16

号） 

5．《关于调整药械组合产品属性界定有关事项的通告》（2019

年第 28 号） 

6.《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7．《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8．《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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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号) 

9.《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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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

或未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后续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文件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治疗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申请/上市许可申请。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

报资料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

应根据现行版《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

（以下简称 CTD）格式整理，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

应项目无相关信息或研究资料，项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

可在项下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小型微型企业收费

优惠申请表（如适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中至少一份

为原件；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改，并

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

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

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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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页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

申请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

缝章。依据关于启用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的公告，

申请表的填报须采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发布的填报

软件，提交由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生成的电子

及纸质文件。确认所用版本为最新版[以最新发布的公告为

准]，所生成的电子文件的格式应为 RVT 文件。各页的数据

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提交的电子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

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

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

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

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含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

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

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

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

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一）申请事项审查要点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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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药物拟增加适应症（或者功

能主治）以及增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的，申请人应当提出

新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获准上市的药品增加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需要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提出新的药物临

床试验申请。 

2．药物临床试验终止后，拟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

应当重新提出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自获准

之日起，三年内未有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该药物临床

试验许可自行失效；仍需实施药物临床试验的，应当重新申

请。 

3．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和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按所申报的

适应症管理，同一药物不同适应症应分别提交注册申请（生

物类似药除外）。对于同一适应症涉及多个临床试验方案的

申请，需在申请表其他特别申明事项中简要说明。 

4．按规定免做临床试验的肌肉注射的普通或者特异性

人免疫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等，可以直接提出上市申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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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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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应向药审

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2．上市许可申请前，申请人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

会议申请。 

1．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应

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

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原则上应

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3．上市许可申请前，原则上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

会议申请。 

43．沟通交流应符合《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

理办法》的规定。 

54．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

流编号、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1．药品注册申请表 

申请表应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

写，填报信息应与证明性文件及申报资料保持一致。 

1.1 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

经沟通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药

品上市许可申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

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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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别审批程序》办理。 

1.2 申请事项：按照该申请实际申请事项填写。申请临床

研究，选临床试验；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1.3 药品注册分类：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

要求》治疗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 

1.4 其他事项：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条件的企业申请收费

优惠的，可选小微企业收费优惠。 

1.5 药品通用名称：应当使用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

册标准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

注册标准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提交

通用名称证明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1.6 同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其他制剂及规格：填

写该品种已被受理或同期申报的制剂或不同规格品种的受

理号及名称，包括联合用药的制剂受理号及名称。若为完成

临床研究申请上市的，需填写原临床申请受理号、临床试验

批件号、临床试验登记号。 

1.7 原/辅料/包材来源：申报药品注册时，须填写所用的

辅料、包材的相关信息，应与所提交的证明文件/原料药、药

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信息公示平台中登记的相应内容保持

一致。 

1.8 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简略填写主要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应涵盖申报资料中所申请的适应症信息。适应症

分类应与适应症一致。 

1.9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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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几次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行

撤回或因资料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

予批准等情况。原申请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1.10 申请人及委托研究机构 

所填报的信息应与证明性文件和申报资料保持一致，并

指定其中一个申请机构负责向国家缴纳注册费用。已经填入

的申请人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

需提供签字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

机构名称完全一致）。 

2．小型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 

如符合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可提交小型

微型企业收费优惠申请表并提供如下信息： 

2.1 基本信息：如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应与

《药品注册申请表》有关信息一致。 

2.2 从业人员、上一纳税年度营业收入、企业资产总值

等，申请人依实际情况填写。 

2.3 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接受其授权者（另需提供签字

授权书原件）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须与其机构名称完

全一致）。 

（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

规定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产品相关证明文件 

1.1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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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供货协

议、发票等（适用于制剂未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1.1.2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使用授权书复印件(适用于制剂

选用已登记原辅包情形) ，如为供应商出具，需有药用辅料

和药包材企业授权，并附授权信复印件。 

1.2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况及

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

由申请人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生物类似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照

《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

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

对参照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

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 

1.3 对照药来源证明文件（如适用） 

1.4 商标信息及证明文件（如适用） 

申请商品名的，应当提供商标注册证。 

1.5 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证明文件（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床试验通知书及临床试验过程

中相关补充申请（如有）复印件、临床试验用药质量标准及

临床试验登记号等相关材料，并就《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临

床试验通知书中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1.6 研究机构资质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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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临床研究安全性评价机构应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出具的符合《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 GLP）

的批准证明或检查报告等证明性文件。临床试验机构应提供

备案证明。 

1.7 药械组合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经属性界定确认属于药品或以药品为主的药械组合产

品，应提交药械组合产品的属性界定结果通知书复印件。 

1.8 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 

境外已上市的生物制品，应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

的允许该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申请人/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2.1 申请人资质证明文件 

2.1.1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含相应药品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适

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

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生

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

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

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2.1.2 境外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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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许可申请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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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注册代理机构，还应提交境外申请人解除原委托代理注

册关系的文书、公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2 生产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2.2.1 境内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等）。含相应药品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变更记录页

（适用于上市许可申请）。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

围。 

2.2.2 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的该药品生产厂和包装厂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

文译文（适用于境外生产药品）。 

2.2.3 申请临床试验的，应提供其临床试验用药物在符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制备的情况说明。 

2.3 小微企业申报资料（如适用）：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须经税务部

门盖章确认）或上一年度有效统计表（统计部门出具）原件。 

3．其他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3.1 注册分类及依据 

申请人应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第

二部分治疗用生物制品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并在模

块一说明函中说明分类依据。 

药品注册分类在提出上市申请时确定，审评过程中不因

其他药品在境内外上市而变更。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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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申请人应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

申报。 

3.2 药学申报资料要求 

根据药品的研发规律，在申报的不同阶段，药学研究，

包括工艺和质控是逐步递进和完善的过程。不同生物制品也

各有其药学特点。如果申请人认为不必提交申报资料要求的

某项或某些研究，应标明不适用，并提出支持的充分依据。 

3.2.1 对于生物类似药，可在“3.2.R.6 其他文件”中提交质

量相似性评价资料 。 

3.2.2 对于抗体药物偶联物或修饰类制品，小分子药物药

学研究资料可按照 CTD 格式和内容的要求单独提交整套研

究资料，也可在“3.2.S.2.3 物料控制”中提交所有的药学研究

资料。 

3.2.3 对于复方制品或多组分产品，可每个组分分别提供

一个完整的原液和/或制剂章节。 

3.2.4 对于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可根据产品特点，在原

液和/或制剂相应部分提交药学研究资料，对于不适用的项

目，可注明“不适用”。 

3.2.5 区域性信息 

3.2.R.1 工艺验证 

提供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 

3.2.R.2 批记录 

临床试验申请时，提供代表临床试验用样品工艺的批生

产、检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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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请时，提供关键临床代表性批次和至少连续三批

拟上市规模验证批的批生产、检验记录； 

提供上述批次的检验报告。 

3.2.R.3 分析方法验证报告 

提供分析方法验证报告，包含典型图谱。 

3.2.R.4 稳定性图谱 

提供稳定性研究的典型图谱。 

3.2.R.5 可比性方案（如适用） 

3.2.R.6 其他 

3.3 临床资料要求 

3.3.1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相关指导原则要求，临床研究

报告标题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

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

（签字）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临床

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3.2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应为 SAS XPORT 传输

格式（即 xpt 格式），已锁定的数据库光盘一式两份，并分别

装入光盘盒中，盒上须注明文件类型：数据库，同时注明品

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统计

软件名称、数据管理单位、数据统计单位等。提交资料封面

应注明：品名、申报单位（须加盖申报单位或注册代理机构

公章），随申报资料原件一并提交。 

3.4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

药品注册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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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名称核准申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

袋。 

3.5 拟申报注册的药械组合产品，已有同类产品经属性

界定为药品的，按照药品进行申报；尚未经属性界定的，申

请人应当在申报注册前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产品属

性界定。属性界定为药品为主的，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规定的程序进行注册，其中医疗器械部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

申报资料要求提交，单独成袋。 

3.6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

或者补充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1.生物制品类体内诊断试剂按照《M4：人用药物注册申

请通用技术文档（CTD》（以下简称 CTD）撰写申报资料。 

2．对于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或已获批上市的生

物制品，提出新增适应症的，申请时与首次历次申请重复的

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中列出首次

历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非 CTD 格式资料还应列出编

号对应的资料项目名称）。 

3．单采血浆站应符合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单

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如涉及）。 

4．境外生产的药品所提交的境外药品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文件（包括允许药品上市销售证明文件、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证明文件以及允许药品变更证明文件等），为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统一格式原件的，可不经所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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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5．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

理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给

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

书》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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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理流程图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规

定、技术指导原则有关文件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 2020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

指南（试行）》（2020 年第 11 号）同时废止。原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布的《关于发布药品注册受理

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17 年第 194 号）同时废止。 

 

资料申报 

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中心出具

《受理通知书》、《缴费通知书》等 

不符合要求 
出具《补正通知书》

或《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审中心技术审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审中心签收资料并

进行形式审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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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 治疗用生物制品申报资料自查表  

2 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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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药品名称  规格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  

加快上市注册

程序 

□附条件批准程序  □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特别审批程序 

□不适用 

申 请 人  

沟通交流编号  

一、基本要求 

1.1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 CTD要求提交 □是 □否 

第__袋为模块一 

第__袋为模块二 

第__袋为模块三 

第__袋为模块四 

第__袋为模块五 

1.2《药品生产许可证》有相应生产范围 
□是 

□不适用 
□否  

1.3申请事项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1.4是否按要求完成沟通交流并提供申报

资料补充完善的情况说明。 

□是 

□不适用 
□否  

1.5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

机构印章 
□是 □否  

1.6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请表 □是 □否  

1.7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料中内

容一致 
□是 □否  

1.8申报资料是否符合《申报资料基本要

求》 
□是 □否  

1.9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注册检验，

□是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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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送检凭证复印件。 

1.10申请人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是

否声明完成了支持药品上市注册的药学、

药理毒理学和药物临床试验等研究，确定

质量标准，完成商业规模生产工艺验证，

并做好接受药品注册核查检验的准备。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是否按

照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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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通用格式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标

准。 

□是 

 

 

 

□是 

□不适用 

□否 

 

 

 

 

□否 

 

1.1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规定不

予受理的情形 
□是 □否  

二、申报资料审查 

模块二、概要 

2.1 CTD目录     □有 □无 备注/袋次 

2.2前言 
□有 

□不适用 
□无  

2.3质量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2.4非临床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2.5临床综述 
□有 

□不适用 

□无  

2.6非临床文字总结和汇总表 
□有 

□不适用 

□无  

2.7临床总结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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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药学研究资料 

3.1 模块 3目录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3.2 主体数据 

对于复方制品或多组分产品，每个组分可

分别提供一个完整的原液和/或制剂章节。 

对于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可根据产品特

点，在原液和/或制剂相应部分提交药学研

究资料，对于不适用的项目，可注明“不适

用”。 

□有 

□不适用 

□无 

 

3.2.S原料药 
□有 

□不适用 

□无 
 

3.2.S.1基本信息 
□有 

□不适用 

□无 
 

3.2.S.2生产 

对于抗体药物偶联物或修饰类制品，小分子

药物药学研究资料可按照 CTD 格式和内容

的要求单独提交整套研究资料，或在“物料

控制”中提交所有的药学研究资料。 

□有 

□不适用 

□无 

 

3.2.S.3特性鉴定 
□有 

□不适用 

□无 
 

3.2.S.4质量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S.5对照品 
□有 

□不适用 

□无 
 

3.2.S.6包装系统 
□有 

□不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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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S.7稳定性 
□有 

□不适用 

□无 
 

3.2.P制剂 
□有 

□不适用 

□无 
 

3.2.P.1剂型及产品组成 
□有 

□不适用 

□无 
 

3.2.P.2产品开发 
□有 

□不适用 

□无 
 

3.2.P.3生产 
□有 

□不适用 

□无 
 

3.2.P.4辅料的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P.5制剂的质量控制 
□有 

□不适用 

□无 
 

3.2.P.6对照品 
□有 

□不适用 

□无 
 

3.2.P.7包装系统 
□有 

□不适用 

□无 
 

3.2.P.8稳定性 
□有 

□不适用 

□无 
 

3.2.A 附件    

3.2.A.1 设备和装置 
□有 

□不适用 

□无 
 

3.2.A.2 外源性物质的安全性评估 
□有 

□不适用 

□无 
 

3.2.A.3 辅料 
□有 

□不适用 

□无 
 

3.2.R 区域性信息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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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3.2.R.1工艺验证 

应提供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3.2.R.2 批记录 

临床试验申请时，提供代表临床试验用样

品工艺的批生产、检验记录；上市申请时提

供关键临床代表性批次和至少连续三批拟

上市规模验证批的批生产、检验记录。 

提供上述批次的检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3.2.R.3分析方法验证报告 

提供分析方法验证报告，包含典型图谱。 

□有 

□不适用 

□无 
 

3.2.R.4稳定性图谱 

提供稳定性研究的典型图谱。 

□有 

□不适用 

□无 
 

3.2.R.5可比性方案（如适用） 
□有 

□不适用 

□无 
 

3.2.R.6其他 

生物类似药提交质量相似性评价资料 。 

□有 

□不适用 

□无 
 

模块四、非临床试验报告 

4.1 目录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4.2 试验报告    

4.2.1 药理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1.1 主要药效学 
□有 

□不适用 

□无 
 

4.2.1.2 次要药效学 
□有 

□不适用 

□无 
 

4.2.1.3 安全药理学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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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4.2.1.4 药效学药物相互作用 
□有 

□不适用 

□无 
 

4.2.2 药代动力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2.1 分析方法和验证报告（如有单独

的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4.2.2.2 吸收 
□有 

□不适用 

□无 
 

4.2.2.3 分布 
□有 

□不适用 

□无 
 

4.2.2.4 代谢 
□有 

□不适用 

□无 
 

4.2.2.5 排泄 
□有 

□不适用 

□无 
 

4.2.2.6 药代动力学药物相互作用（非临

床） 

□有 

□不适用 

□无 
 

4.2.2.7 其他药代动力学试验 
□有 

□不适用 

□无 
 

4.2.3 毒理学 

如未做需说明原因或依据。 

□有 

□不适用 

□无 
 

4.2.3.1 单次给药毒性（按照动物种属、给

药途径的顺序） 

□有 

□不适用 

□无 
 

4.2.3.2 重复给药毒性（按照动物种属、给

药途径、给药持续时间的顺序；包括伴随毒

代动力学试验） 

□有 

□不适用 

□无 

 

4.2.3.3 遗传毒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4 致癌性（包括伴随毒代动力学试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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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不适用 

4.2.3.5 生殖毒性（包括剂量探索研究和

伴随毒代动力学试验） 

□有 

□不适用 

□无 
 

4.2.3.6 局部耐受性 
□有 

□不适用 

□无 
 

4.2.3.7 其他毒性研究（如有） 
□有 

□不适用 

□无 
 

4.3 参考文献 
□有 

□不适用 

□无 
 

模块五、临床研究报告 

5.1 模块 5的目录表 
□有 

□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5.2 所有临床研究的列表 
□有 

□不适用 

 

□无 
 

临床研究报告标题页是否符合指导原则要

求，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

主要或协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

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和统计

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 

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中是否提供申办方负

责医学专员签名。 

□是 

□不适用 

 

 

□否 

 

5.3.1 5.3.1生物药剂学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2 采用人体生物材料的药代动力学相

关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3 人体药代动力学（PK）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4 人体药效学（PD）研究报告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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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5.3.5 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6 上市后经验报告 
□有 

□不适用 

□无 
 

5.3.7 病例报告表和个体患者列表 
□有 

□不适用 

□无 
 

5.4 参考文献 
□有 

□不适用 

□无 
 

声明： 

1、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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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1．《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 27 号） 

2．《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3．《关于发布<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

模块一文件及 CTD 中文版的通告》（2019 年第 17 号） 

4．《关于药械组合产品注册有关事宜的通告》（2019 年第 16

号） 

5．《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6．《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7．《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102 号) 

8.《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0 年

第 89 号） 

9.《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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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202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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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对于指南中未涵盖或未

明确的受理事宜，申请人可与受理部门进行沟通。后续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等文件适时更新。 

一、适用范围 

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上市许可申请。 

注：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内诊断试剂参照治疗用生物制品受

理审查指南要求。 

二、受理部门 

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三、申报资料基本要求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

料要求》的规定，提供符合要求的申报资料。申报资料的格式、

目录及项目编号不能改变，对应项目无相关信息或研究资料，项

目编号和名称也应保留，可在项下注明“不适用”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表的整理 

药品注册申请表、申报资料自查表与申报资料份数一致，其

中至少一份为原件。填写应当准确、完整、规范，不得手写或涂

改，并应符合填表说明的要求。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的相关要

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

用系统填报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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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及自查表各

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依据关于启用新版

药品注册申请表报盘程序的公告，申请表的填报须采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统一发布的填报软件，提交由新版《药品注册申请表

报盘程序》生成的电子及纸质文件。确认所用版本为最新版[以最

新发布的公告为准]，所生成的电子文件的格式应为 RVT 文件。

各页的数据核对码必须一致，并与提交的电子申请表一致，申请

表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章。 

（二）申报资料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按照

《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

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每套

含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外，申报

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

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

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

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每套装入相应的

申请表及目录。 

四、形式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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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事项审查要点 

按照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申请人在境内完成临床

试验后可以直接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二）沟通交流审查要点 

已申请沟通交流的，应提交与该申请相关的沟通交流编号、

沟通交流回复意见，并就回复意见进行逐项答复。 

（三）申请表审查要点 

申请表应按照药品注册申请表填表说明的要求规范填写，填

报信息应与证明性文件及申报资料保持一致。 

1. 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按照该申请实际情况勾选。经沟

通交流确认后，勾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在提出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的同时，按照《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出优先审评审

批申请；勾选“特别审批程序”的，应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

办理。 

2. 申请事项：申请上市，选择上市许可。 

3. 药品注册分类：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 

4. 药品通用名称：应当使用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

准收载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

的，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提交通用名称证明

原件，或同时提出通用名称核准申请。 

5.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几

次申报。简要说明既往申报及审批情况，如申请人自行撤回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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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资料不符合审批要求曾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予批准等情况。

原申请审批结束后，方可再行申报。 

（四）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取消证明事项的公告中规定

的“改为内部核查”的证明事项，按公告要求执行。 

1. 产品相关证明性文件 

1.1 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需提交所申请的药物或者使用的处方、工艺、用途等专利情

况及其权属状态说明，以及对他人的专利不构成侵权的声明。应

由申请人出具，并承诺对可能的侵权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2 商标信息及证明文件 

申请商品名的，应当提供商标注册证。 

1.3 允许上市销售证明文件 

境外已上市的体外诊断试剂应提交境外药品管理机构出具

的允许诊断试剂上市销售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 

2. 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 

2.1 境内申请人和生产企业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 （营业执

照等）、相应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记录页。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

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

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

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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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址，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2.2 境外生产的诊断试剂其生产厂和包装厂符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的证明文件、公证认证文书及中文译文。境外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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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注册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3．其他申报资料审查要点 

3.1 注册分类及依据 

申请人应按照《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第三部

分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注册分类要求明确注册分类，

并在立题目的与依据中说明分类依据。 

药品注册分类在提出上市申请时确定，审评过程中不因其他

药品在境内外上市而变更。审评审批过程中发现注册分类与实际

情况不符的，申请人应主动撤回，修改完善后再行申报。 

3.2 临床研究报告应符合相关指导原则要求，临床研究报告

标题页应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主要或协调研究

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

和统计单位名称及 ICH E3 要求的其它信息；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应提供申办方负责医学专员签名。 

3.3 拟使用的药品通用名称，未列入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

注册标准的，应当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通用名称

核准申请，并提交通用名称核准相关资料，单独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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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申请人撤回注册申请后重新申报的，应对重新开展或者

补充完善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五）其他提示 

1．至少在 3 家境内临床机构完成临床试验并提供临床试验

协议及临床试验方案。境外申请人应提供在境外完成的临床试验

资料、境外临床使用情况的总结报告和在境内完成的临床试验资

料。 

2．申请人提供境外药品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统一格式。其他格式的文件，必须经所在

国公证机构公证及驻所在国中国使领馆认证。 

3．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补正资料，申请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予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并将申报资料退回给申请人。 

五、受理审查决定 

（一）受理 

1．受理通知书：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入资料。 

2．缴费通知书：需要缴费。 

（二）补正 

申报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补正通知书》。 

（三）不予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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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现行的规定、

技术指导原则有关要求执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 年 7 月 3 日发布的《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

（2020 年第 11 号）同时废止。 

七、附件 

1．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自查表  

2．参考目录

资料申报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中心出具

《受理通知书》、《缴费通知书》等 

出具《补正通知书》

或《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说明理由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 

中心技术审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审中心签收资料并进

行形式审查（5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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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药品名称  注册分类  

申 请 人  

沟通交流编号  

一、基本要求 

1.1资料项目及目录是否按申报资料要求提

交 
□是 □否 

第__袋为概要 

第__袋为主要研

究信息汇总表 

第__袋为研究资

料 

1.2《药品生产许可证》有相应生产范围 
□是 

□不适用 
□否  

1.3申报事项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1.4是否按要求完成沟通交流并提供申报资

料补充完善的情况说明。 

□是 

□不适用 
□否  

1.5是否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

构印章 
□是 □否  

1.6是否按照填表说明要求填写申请表 □是 □否  

1.7申请表填报信息是否与申报资料中内容

一致 
□是 □否  

1.8申报资料是否符合《申报资料基本要

求》 
□是 □否  

1.9是否已向中检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药品注册检验，并提

交送检凭证复印件。 

□是/不适用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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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申请人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是

否声明完成了支持药品上市注册的药学和临

床研究，确定质量标准，完成商业规模生产

工艺验证，并做好接受药品注册核查检验的

准备。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是否按照

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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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

用格式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质量标准。 

□是 

 

 

 

 

□是 

□不适用 

□否 

 

 

 

 

□否 

 

1.1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其他相关规定不

予受理的情形 
□是 □否  

二、申报资料审查 

2.立题目的与依据 □有/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3.自评估报告 □有/不适用 □无  

4.同类产品信息 □有/不适用 □无  

5.产品说明书及起草说明 □有/不适用 □无  

6.包装、标签样稿 □有/不适用 □无  

7.药品通用名称核定申请材料 □有/不适用 □无  

（二）主要研究信息汇总表 

8.产品基本信息 □有/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9.分析性能信息汇总 □有/不适用 □无  

10.临床试验信息汇总 □有/不适用 □无  

（三）研究资料 

11.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 □有/不适用 □无 备注/袋次 

12.主要工艺过程及试验方法的研究资料 □有/不适用 □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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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考值（范围）确定资料 □有/不适用 □无  

14.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有/不适用 □无  

15.稳定性研究资料 □有/不适用 □无  

16.连续 3批产品生产及自检记录、制造及

检定规程 
□有/不适用 

□无  

17.临床试验资料 

临床研究报告标题页是否符合指导原则要

求，提供药品注册申请人（签字及盖章），

主要或协调研究者（签字）、负责或协调研

究单位名称、统计学负责人（签字）和统计

单位名称及 ICH E3要求的其它信息。 

临床研究报告附录 II 中是否提供申办方负

责医学专员签名。 

□是/不适用 

 

 

 

 

 

□否 

 

声明： 

1、所提交的申报资料与目录内容完全一致，译文准确。 

2、所提交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 

3、所提交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内容完全一致。 

4、所提交的证明性文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 

5、保证按要求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及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6、如有虚假，申请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注册代理机构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注册代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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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1．《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总局令 27 号） 

2．《生物制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3．《关于取消 3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34 号） 

4．《关于取消 16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二批）》（2019 年第 55

号） 

5．《关于取消 68 项证明事项的公告（第三批）》(2019 年第 102

号) 

6.《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第 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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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及依据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

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11号）发布实施后，收集了实施

过程中的相关共性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处理原则，为及时更新

并公开受理标准，提高受理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于申请人，同

时为落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

求，我中心拟对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根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相

关要求，并结合受理工作中汇总形成的统一审查标准，启动受理

审查指南的修订工作，2021年5月形成初稿。后经药品注册司反

馈意见，2022年1月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就修订内容对外征求意

见。 

三、修订内容 

修订内容主要涉及申请表的整理、申报资料的整理、沟通交

流审查要点、申请表审查要点、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注册分类

及依据、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同时对版本日期、目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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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其他、参考目录、自查表进行更新，并形成指南修订稿。

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一、共性修订条款 

1.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告》（2020 年

第 145 号）的要求，修订 “申请表的整理”：由使用新版报盘程

序填写申请表调整为通过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

务应用系统填报申请表。 

为进一步规范申请人填表，避免歧义，对于申请表审查要点

部分，将“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本次属于第几次申报”修

改为“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于第几次

申报”。 

2. 根据《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

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在“申报资料的整理”项下增加：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请人应按照

《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

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3.根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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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在自查表中增加相关内容。 

为方便申请人在自查表中填写袋次，在基本要求项下增加袋

次目录填写信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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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治疗用生物制品和预防用生物制品受理审查指南，根

据《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

流管理办法>的通告》（2020 年第 48 号）的要求，将“沟通交流

审查要点”第 1,2 条修订为“1.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

评审批程序的，应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2.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

床试验申请之前，原则上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3.上市许可申请前，原则上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

请。” 

5.对于治疗用生物制品和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

受理审查指南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七条的要求，

在“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项下增加“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

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

应生产范围；申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

人《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产范

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受托生产企业

《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

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受托生产范围。” 

6.版本日期更新为 2022 年，更新目录页码，更新“六、其

他”中废止内容，更新参考目录。 

二、针对预防用生物制品指南的修订条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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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七条的要求，在

“申请人/生产企业证明性文件”项下增加“且对应的分类码应为

A”。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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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为进一步明确相关要

求，在“注册分类及依据”项下增加“对于已上市疫苗改变免疫剂

量或免疫程序的，应按照完整的药品上市注册程序提出药物临

床试验及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三、针对治疗用生物制品指南的修订条款 

按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0

年第 89 号）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的要求，在“专利信息及证明文件”

项下增加“生物类似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按

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对

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对参

照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

交。” 

考虑到药品申报周期较长，申报资料项目变化过程可能涉及

原注册管理办法下资料项目和 CTD 资料格式，为方便资料查阅

在“形式审查要点”的“其他提示”项下将“与首次申请重复的

资料”修改为“与历次申请重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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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历次申请中非 CTD 格式资料还应列出编号对应的资料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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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制品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 

序

号 

修订项目 
修订后内容 反馈意见 理由或依据 

1 

申请表的

整理 

 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网上申报的公

告》（2020 年第 145 号）的相关要求申请人应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填报

申请表，并完成在线提交。打印的申请表各页数据核

对码必须一致，并与在线提交的申请表一致，申请表

及自查表各页边缘应加盖申请人或注册代理机构骑缝

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2 
申报资料

的整理 

基于电子申报资料开展受理形式审查工作时，申

请人应按照《药审中心关于疫情期间调整受理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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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及接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知》的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除《药品注册申请表》及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

告外，申报资料（含图谱）应逐个封面加盖申请人或

注册代理机构公章，封面公章应加盖在文字处，整理

规范详见《药品注册申报资料格式体例与整理规范》。 

纸质资料的整理应符合 2 套完整申请资料（至少 1

套为原件）+1 套综述资料（应包含模块一、模块二），

每套装入相应的申请表及目录。（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3 

沟通交流

审查要点 

1. 申请附条件批准和/或适用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应

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确认后，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递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2. 申请人在提出首次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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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 

3. 上市许可申请前，原则上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

流会议申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4 
申请表审

查要点 

  本次申请为：填写申报品种相同申请事项本次属

于第几次申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5 

申报资料

审查要点 

    生物类似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

当按照《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

的要求，对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

开的专利信息，针对参照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

出声明。 

    上述专利声明需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上办

事大厅药品业务应用系统进行填写和提交。（第二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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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质证明

文件 

    境内申请人机构合法登记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等）。含相应疫苗生产范围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其变更

记录页，且对应的分类码应为 A（适用于上市许可申

请）。（第一部分） 

  

7 

资质证明

文件 

申请人自行生产所申报药品的：《药品生产许可

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A，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申

请人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产所申报药品的：申请人《药

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标示 B，且具备相应生

产范围，生产地址应包含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地址。 

受托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分类码应包含

标示 C 且具备相应生产范围，或以文字内容标注相应

受托生产范围。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8 
其他申报

资料 

对于已上市疫苗改变免疫剂量或免疫程序的，应

按照完整的药品上市注册程序提出药物临床试验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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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市许可申请。（第一部分） 

9 

其他申报

资料 

对于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或已获批上市的

生物制品，提出新增适应症的，申请时与历次申请重

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模块一除外），但应在申报资料

中列出历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非 CTD 格式资料

还应列出编号对应的资料项目名称）。（第二部分） 

  

10 

自查表 袋次目录信息； 

申请人提出药品注册申请时，是否按照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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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用格式撰写生产工艺信息表和

质量标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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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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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通告（2022 年第 19 号）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dc61dacf5e355d67f780f5202dde110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18 日 

    为指导化药口服固体制剂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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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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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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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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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 

2022年 2月 8日 

 

附件：化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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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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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化药口服固体制剂是指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等经口服

给药的化学药品固体制剂。混合和压片/填充步骤是化药口服

固体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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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的物料中含有均等的活性物质，是实现成品含量均匀的

前提。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质量

源于设计（QbD）理念在实际生产中的运用，提高化药口服

固体制剂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水平，明确混合均匀度和中

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研究的技术要求，制定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主要参考国际相关技术文件/指导原则起草

制定，旨在解决工业上关注的过程控制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

量单位均匀度的问题，提供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

度的一种研究策略，以期为药物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混合均匀

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化药口服固体制剂，制剂申请人/药品

生产企业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结合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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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2 

点，对混合或压片/填充工艺步骤评估为中高风险的品种进行

研究。例如，中国药典要求进行含量均匀度测定的化药口服

固体制剂，其混合不均匀的风险较高，应进行混合均匀度和

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研究。应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关键批

次进行考察，如工艺验证、临床研究、上市后变更等批次。

考察批次需结合产品特点进行评估，确保产品质量始终如一。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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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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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本指导原则设计和实施研究时，可同时参考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和其

他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文件。 

二、总体考虑 

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是化药口服固体制

剂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考察指标，影响混合不均匀的原因，通

常与物料的理化性质（如物料粒径及其分布、引湿性等）、工

艺特点（如湿法制粒、粉末直压等）等相关。制剂申请人/药

品生产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应依据质量源于设计（QbD）的

理念，结合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特点，对可能影响混合均匀度

或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因素进行风险评估，设计合理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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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计划，以充分的反映物料的混合效果，建立合理的验收标

准，以确保成品含量均匀度满足拟定目标的要求。 

本指导原则旨在提供一种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

均匀度的研究策略，故决策树（详见附件 1）未明确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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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理由时，可灵活的选用优选的取样计划和验收标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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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合理性，以确保成品含量均匀性。 

三、取样计划 

本指导原则推荐采用分层取样方法，该方法可以在预定

的时间/位置间隔收集单剂量样品，或在压片/填充过程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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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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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并指导开发单独的控制程序，以确保混合均匀度和中

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符合要求，最终保证成品的含量均匀性。 

（一）混合阶段取样计划 

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混合操作均可进行混合均匀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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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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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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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产品含量均匀度检测。 

制定混合阶段取样计划时，取样点应均匀分布且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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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应结合混合设备的结构特点，确定混合设备的死角，

运用合适的工具，选取不同位置的取样点进行分析，以考察

样品的混合效果。这些取样点既应涵盖全部物料，也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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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于滚筒式混合设备(如方锥型混合机、V-型混合机、双

锥型混合机)，取样点应至少分布在混合物料的上、中、下三

层及卸料区域（总混取样示意图可参考附件 2）。 

建议在混合设备和/或中间体物料容器中至少选取 10 个

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取 3 份样品。单份样品取样量通常

应在 1-10 倍单位剂量范围内，样品应全量用于混合均匀度检

测，应避免出现二次取样情况。建议评估粉体取样量的影响，

当单份样品取样量大于 3 倍单位剂量时，需进行论证或科学

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以确保取样量能够用于测定混合物

的真实混合均匀度。 

在混合器和/或中间体容器中广泛取样，对多批次的混合

物料进行分析，并应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混合物料的

混合均匀度进行评估，定量评估样品中出现的任何偏差。判

断出现样品偏差的原因是混合不充分，还是由于取样误差。

单处取样点出现了显著性偏差，可能是由一个因素引起的，

如混合不充分、取样错误或物料聚集，或是多个因素的组合

效应。不同取样点之间显著性偏差则提示混合不充分。 

（二）压片/填充阶段取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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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12 

制定压片/填充阶段取样计划时，应根据压片/填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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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样和检测。取样点必须覆盖整个压片/填充运行过程。取样

点应大致分布均匀，并重点关注重要事件（例如，储料罐和

中间体容器的加料过程、生产设备停机再启动过程等）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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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影响成品含量均匀度的步骤。 

建议对压片/填充工序的整个批次中一般不少于 20 个取

样点进行在线取样，每个取样点至少取样 7 个剂量单位。对

于部分特殊情况，例如批量较小、工艺时长较短等，无法达

到建议的取样点，在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说明后，可以适当减

少取样点和取样剂量单位。 

对比上述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数据的

结果。调查对比结果中出现的任何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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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末的物理性质，或进行生产工艺的优化。 

四、验收标准 

制剂申请人/药品生产企业在评估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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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合理的验收标准。应结合风险控制的理念，确定适宜的

检测量，以充分评估产品的含量均匀性。以下为本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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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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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一）混合均匀度验收标准 

1.在整个批次中选取至少 1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

取 3 份样品。 

2.每个取样点检测一个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相对标准

偏差（RSD）（n≥10），所有单值在均值的±10.0%（绝对）以

内。 

（1）如果 RSD ≤ 5.0％，进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测

定。 

（2）如果 RSD > 5.0％，则测定剩余样品（每个取样点

所有未检验的样品）的混合均匀度。 

3.剩余样品的混合均匀度检测：测定每个取样点的其他

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 RSD（n≥30），所有单值在均值的±10.0%

（绝对）以内。 

（1）如果 RSD ≤ 5.0％，进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的测

定（至少测定 2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检测 7 个剂量

单位）； 

（2）如果 RSD > 5.0％，则进行调查，以确定变异性是

否是由产品/工艺问题或取样/含量测定误差引起的。 

如果高 RSD 归因于取样/含量测定误差，则进行中控剂

量单位均匀度（至少测定 20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至少检测

7 个剂量单位）；如果高 RSD 归因于产品/工艺相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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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均匀性则是不可接受的。 

（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验收标准 

1.整个批次中一般不少于 20 个取样点（包括运行的开始

点和结束点；数值应进行重量校正）进行在线取样，每个取

样点至少取样 7 个剂量单位。 

2.测定每个取样点中至少 3 个剂量单位，计算所有样品

的 RSD（n≥60），每个取样点的平均值在目标剂量的 90.0%

－110.0%之间，所有单值在目标剂量的 75.0%－125.0%之间。 

（1）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中控剂量单位均匀

度可被接受； 

（2）如果 RSD＞6.0%，则测定剩余样品（每个取样点

所有未检验的剂量单位）的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 

3.剩余样品的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检测：测定未检验的

剩余样品，计算所有样品的 RSD（n≥140）。每个取样点的平

均值在目标剂量的 90.0%－110.0%之间。所有单值在目标剂

量的 75.0%－125.0%之间。 

（1）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中控剂量单位均匀

度可被接受； 

（2）如果 RSD＞6.0%，则该批次样品含量不均匀。需

对两个阶段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潜在的变异性来源，

从而对生产工艺加以改进。 

五、其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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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推荐的取样计划并不适用于所有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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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取样点无法达到建议的 20 个取样点，或生产工艺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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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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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应提供替代取样计划的理

论依据及科学说明，拟定的验收标准应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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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窄治疗指数药物或高活性药物，由于其单位剂量的

准确性对药物有效性、安全性有较大的影响，建议制剂申请

人/药品生产企业基于对产品的科学认知和风险评估，制定更

加严格的取样计划，进行混合均匀度和中控剂量单位均匀度

的考察，拟定更严格的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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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附件 1:混合阶段和压片/填充阶段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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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供参考的总混取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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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词解释 

混合均匀度（Powder mix uniformity）：是指混合物料的

均匀度。 

中控剂量单位（In-process dosage unit）：是指生产中的未

经包衣或包装的单个胶囊和药片。 

分层取样（Stratified sampling）：是指一种收集代表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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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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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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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不合格的较高风险的位点。 

重量校正（Weight correct）：是指一种用于消除片重差异

对混合均匀度影响的数学校正方法。例如，规格为 20mg 的

片剂，理论片重为 100mg，实测主药含量和片重分别为

19.4mg 和 98mg，经重量校正的结果为（19.4÷98）÷（20÷100）

×100=99%。 

RSD：是指相对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RSD）=【标

准偏差（SD）/计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X）】×100%。 

八、参考文献 

[1] 《药品 GMP 指南：口服固体制剂》中国医药科技出

社，2010. 

[2]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社，2020. 

[3]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As: Blend Un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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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2 

Analysis  

[4] 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Powder Blends and Finished 

Dosage Units----Stratified In-Process Dosage Unit Sampling and 

Assessment  

[5]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ssessment of Blend and 

Content Uniformity: Modifications to Withdrawn FDA Draft 

Stratified Sampling Guidance.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10 76-83 

[6] Assessment of Blend and Content Uniformity. Technical 

Discussion of Sampling Plans and Application of ASTM 

E2709/E2810.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1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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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 

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d643ee8789b4653e33b01e2ea15a626 发布日期:2022 年 02 月 22 日 

  为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及时总结转化抗疫应急审评工作经验，加快创新药品的审评速

度，药审中心组织起草了《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通过以下邮箱及时反馈我中心。 

       征求意见时限：自公示之日起两周。 

       联系人：张帆、邸云瑞 

       征求意见邮箱：jkss@cde.org.cn 

       感谢您的参与和大力支持。 

       附件：1.《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 

                 2.《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起草说明 

                 3.意见反馈表 

 

 

《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docx 

《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docx 

《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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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加快创新药品种审评审批速度，制定本工作程序。 

一、适用范围及审评时限 

（一）品种范围：适用于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创新药。 

（二）研发阶段：适用于申请人在探索性临床试验完成后，已具备开展关键性临床试验条件至批准上市前。

本程序无需申请人申请，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创新药品种可自动按照本程序开展后续沟通交流及审评审

批工作。 

（三）时限要求：沟通交流时限为 30日，品种审评时限同优先审评品种时限为 130日。 

二、工作程序 

（一）沟通交流 

符合本程序范围的品种，申请人可按照 I类会议（30日）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1. 关键性临床试验相关沟通交流 

申请人在完成前期探索性临床试验后，可在关键性临床试验前和期间提出沟通交流申请，明确提出影响药

品申报的关键技术问题及相关支持性材料，提交符合注册申报资料格式要求的阶段性研究资料。 

药审中心结合具体品种情况，根据部门适应症分组、审评任务特点及人员利益冲突情况，组建审评团队。

审评团队负责该品种申报前沟通交流至受理后技术审评全过程，该团队一般包含审评人员、合规审查人员、受

理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 

在此阶段，药审中心与申请人就后续沟通交流计划、阶段性研究资料提交计划、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递交计

划等内容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应按照计划开展后续工作，药审中心将持续与申请人对接和指导。

同时，药审中心受理人员可提前介入，指导申请人按照要求整理申报资料。 

2. 上市许可申请前（pre-NDA）沟通交流 

申请人在提出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前，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明确提出拟讨论的问题及相关支持性材料，提

交符合注册申报资料格式和内容要求的研究资料。该类沟通交流申请可在单专业或多专业完成上市申报资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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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后予以申请。 

药审中心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咨询问题安排审评团队进行沟通交流并就研究资料进行初步审评。药审中心可

就目前申报资料存在的问题反馈申请人，申请人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可再次提出沟通交流申请滚动补充资料。 

除相关技术问题外，审评团队应初步审核生产工艺信息表、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样稿等批件附件，审

评人员应将涉及批件附件重大缺陷问题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在申报上市前按审评要求完成相应修订，并在申

报时提供修订后的批件附件。 

根据药物研发的具体情况，申请人可就在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后进一步提交资料（如更长期的疗效和安全性

数据等）的计划与药审中心达成一致。 

（二）核查检验 

申请人在正式申报上市前应提前准备供注册核查检验使用的全套申报资料光盘（包括研制情况信息表、生

产情况信息表、现场主文件清单、临床试验研究情况信息表和临床试验信息汇总表）及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制

造及检定规程）。 

针对此类品种的注册核查检验工作原则上按照优先审评及《药品注册核查检验启动工作程序（试行）》相

关要求,予以优先安排。 

注册检验：鼓励申请人在正式申报上市前即向药品检验机构提出注册检验。申请人在受理前未提出药品前

置注册检验的，药审中心将在受理时即向申请人开具注册检验通知书，并告知药品检验机构。 

注册核查：各审评专业和合规专业应在注册申请任务到达后 7日内完成品种因素和研发生产主体合规因素

情形标注，10日内完成启动注册核查任务电子推送。 

（三）受理及任务分配 

药审中心受理及项目管理人应提前介入，在 pre-NDA 沟通交流阶段参与指导申请人申报资料准备工作，确

保受理问题在申报前得到解决，申请人提交申报资料即能受理。对于通用名核定工作，参照优先审评处理。 

项目管理人全程跟进品种情况，协调沟通各环节，品种受理后项目管理人第一时间分配任务，并在审评系

统进行特殊标记，保证相关品种受理审评工作能够顺利推进。 

（四）专业审评 

专业审评部长按照 Pre-NDA 沟通交流确定的审评团队人员安排分配审评任务。专业审评人员在开始审评审

批之前，应当在技术审评系统上对本人有误利益冲突情况进行再次确认，无利益冲突的应当签署无利益冲突声

明，然后开展审评工作。 

根据技术审评需要及沟通交流会上达成的共识，专业主审人可按照优先审评工作相关要求，提出接收滚动

资料需求，按流程审核同意后办理资料接收及存档工作。 

专业审评过程中，经过专业部门专业技术委员会讨论需要召开专家咨询会的，在保证专业时限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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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专业审评部门通过中心内部请示提出召开会议。药审中心优先组织专家咨询会（鼓励线上会议），原则上

10日内组织召开，具体会议组织按照专家咨询会工作执行。 

（五）综合审评 

主审报告人在各专业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汇总，起草主审综合报告并创建代拟批件，上传相应附件，提交主

审报告部部长审核。 

综合审评过程中，经过部门专业技术委员会讨论需要召开专家咨询会的，由综合审评部门按照专家咨询会

程序提出召开会议，业务管理处优先组织专家咨询会（鼓励线上会议），原则上 10日内组织召开。 

（六）审核签发 

主审报告部部长将综合报告及草拟批件等提交至中心领导后，由中心领导进行审核签发。 

（七）制件送局 

业务管理处于 3个工作日内完成送签文件的制作，并按时送至国家局进行审批。 

三、工作要求 

（一）申请人应提高药品研发主体责任意识，在提交沟通交流申请时，会议材料和问题应当与当前研发阶

段相匹配，并提供支持性研究资料，提高沟通效率和质量。 

（二）药审中心项目管理人应协助审评团队，加强品种的协调和督导工作。 

（三）药审中心审评团队内部应将加强沟通，及时解决存在的技术问题，保证按时限完成审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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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及审评时限 

为制定较为合理的适用范围，药审中心系统梳理了近 3年创新药批准情况，综合考虑沟通交流工作量，《工

作程序》的适用范围定为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创新药上市申请。 

对于审评时限的考虑，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时限要求的大框架下，参照优先审评品种的时限，《工作

程序》中的审评时限定为 130日，并按照中心内部各岗位时限进行分配。 

（二）工作程序 

在起草工作程序具体内容时，药审中心系统梳理了审评任务从申报前的沟通交流到完成审评送局的各个环

节，对于与普通注册程序没有差别的内容不再赘述，对于有变化的内容进行了着重描述。 

（三）工作要求 

对于《工作程序》可能涉及到的人员职责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具体工作要求。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总结疫情应急审批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结合药审中心目前现有的审评力量，本《工作程序》主要采纳了

早期介入、研审联动、滚动提交、检查检验靠前的工作理念： 

（一）滚动提交、研审联动 

结合提前介入、研审联动的工作思路，本《工作程序》在沟通交流方面有所优化和完善。针对本《工作程

序》中的药物，在沟通交流环节，药审中心审评团队在关键确证性临床试验开始前早期介入，申请人可滚动提

交沟通交流资料，与审评团队进行充分沟通，会议申请时限按照 30日管理。 

（二）早期组建审评团队 

本《工作程序》中，在沟通交流时药审中心就根据品种及利益冲突情况、部门适应症分组、审评任务特点

及人员利益冲突情况，组建审评团队。审评团队负责该品种申报前沟通交流至受理后技术审评全过程，一般包

含审评人员、合规审查人员、受理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以保证品种全链条跟进和管理。 

（三）核查检验 

为加快品种审评进度，针对适用于本程序的品种，鼓励申请人在正式申报上市前即向药品检验机构提出注

册检验，如未提出注册检验的，在受理时即开具检验通知书，并在受理后 10 日内完成启动注册核查任务电子

推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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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申请审评工作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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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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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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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e3edc6c4c8f84afc40d910cb90688b8a 发布日期:2022 年 03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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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批参比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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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3月 14日（10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2年 3月 1日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六批）》（征求意见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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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edc6c4c8f84afc40d910cb90688b8a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4c5f1d75d680ce14ae489f283b5b684f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9b41180f4ef689736a9df0ae7ebe0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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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六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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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依降钙素注射液 

Elcatonin 

Injection/Elcitonin

（益盖宁） 

1ml:1.7μg（10U）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6-2  依降钙素注射液 

Elcatonin 

Injection/Elcitonin

（益盖宁） 

1ml:3.3μg（20U）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6-3  
吸入用乙酰半胱

氨酸溶液 

Acetylcysteine  

Solution For 

Inhalation/Fluimucil

（富露施） 

3ml：0.3g Zambon Italia S.R.L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国际公认进口 

56-4  
注射用多特安肽

药盒 

Ki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Gallium Ga 68 

Dotatate Injection/ 

Netspot 

2.1~5.5mci/Ml 

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5  
镓[68Ga]多特安

肽注射液 

Gallium[68Ga ] 

Dotatate Injection 

/Netspot 

2.1-5.5 Mci/Ml 

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6  
醋酸亮丙瑞林注

射用混悬剂 

Leuprolide Acetate For 

Injectable 

Suspension/Eligard 

7.5mg 

Tol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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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艾曲泊帕乙醇胺

干混悬剂 

Eltrombopag Lamine For 

Oral Suspension/ 

Promacta Kit 

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8  
艾曲泊帕乙醇胺

干混悬剂 

Eltrombopag Lamine For 

Oral Suspension/ 

Promacta Kit 

12.5mg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9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Cardizem La 

12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0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Cardizem La 

18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1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Cardizem La 

24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2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Cardizem La 

300mg 
Bausch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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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3  
盐酸地尔硫卓缓

释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Cardizem La 

360mg 
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4  
美沙拉嗪缓释胶

囊 

Mesalamin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 Apriso 

375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5  
卢非酰胺口服混

悬液 

Rufinamide Oral 

Suspension/Banzel 
40mg/Ml Eisai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6  壬二酸乳膏 
Azelaic Acid 

Cream/Azelex 
20% Almirall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7  
盐酸毛果芸香碱

滴眼液 

Pilocarp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 

/Vuity 

1.25%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8  
异丙托溴铵沙丁

胺醇吸入喷雾剂 

Ipratropium Bromide 

And Salbutamol 

Inhalation Spray  

20/100微克/揿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In

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19  
布地奈德吸入粉

雾剂 

Budesonide Inhalation 

Powder/Pulmicort 

Flexhaler 

0.16 Mg/吸（标定剂

量 0.18 Mg/吸） 
Astraze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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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0  
布地奈德吸入粉

雾剂 

Budesonide Inhalation 

Powder/Pulmicort 

Flexhaler 

0.08 Mg/吸（标定剂

量 0.09 Mg/吸） 
Astrazeneca LP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21  
噻托溴铵吸入喷

雾剂 

Tiotropium Bromide 

Inhalation 

Spray/Spiriva Respimat 

1.25mcg/揿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In

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22  
复合磷酸氢钾注

射液 

Potassium Phosphates 

Injection  

1.18GM/5ML 

(236MG/ML);  

Fresenius Kabi US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23  
复合磷酸氢钾注

射液 

Potassium Phosphates 

Injection  

1.12GM/5ML 

(224MG/ML) 

Fresenius Kabi USA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6-24  氯化钾注射液 
Potassium Chloride 

Injection 
20 Meq/10 Ml Hospir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物 
美国橙皮书 

56-25  氯化钾注射液 
Potassium Chloride 

Injection 
40 Meq/20 Ml Hospira,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物 
美国橙皮书 

56-26  
乙酰半胱氨酸注

射液 

Acetylcysteine 

Injection/ Hidonac 

AntÍDoto 

25ml:5g Zambon,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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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7  
对乙酰氨基酚布

洛芬口服混悬液 

Paracetamol And 

Ibuprofen Oral 

Suspension / 

Tachifenekid 

每毫升含对乙酰氨

基酚 32mg，布洛芬

9.6mg 

Aziende Chimiche 

Riunite Angelini 

Francesco – 

A.C.R.A.F. S.P.A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6-28  

复方聚乙二醇

（3350）电解质

散 

MOVICOL Paediatric 

Plain 6.9 G Sachet,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 

6.9g/袋，含聚乙二

醇 3350 6.563g；氯

化钠 0.1754g；碳酸

氢钠 0.0893g；氯化

钾 0.0251g 

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6-29  

复方聚乙二醇

（3350）电解质

口服溶液 

MOVICOL Ready To Take 

Sachet, Powder For Oral 

Solution 

25ml/袋，每袋含：

聚乙二醇 3350 

13.125 G；氯化钠 

0.3508 G；氯化钾 

0.0502 G；碳酸氢钠 

0.1786 G 

Norgin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6-30  
克林霉素磷酸酯

凝胶 

Clindamycin Phosphate 

Gel / Dalacin T 
1% 

Pfizer Italia 

S.R.L.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6-31  
富马酸酮替芬滴

眼液 

Ketotifen Fumarate 

Ophthalmic 

Solution/Zaditen 

0.025%（0.4ml） Laboratoires ThÉ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6-32  注射用培门冬酶 
Pegaspargase For 

Injection / Oncaspar 
3750U（750U/Ml） 

Les Laboratories 

Ser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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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3  
复方电解质醋酸

钠注射液 

Multiple Electrolytes 

and Sodium Acetate 

Injection/Ionolyte 

500ml 

Fresenius Kabi 

Nederland 

BV/Fresenius Kabi 

Pharma Portugal, 

Lda 

 欧盟上市 

56-34  依降钙素注射液 
Elcatonin 

Injection/Elcitonin 
1ml:10U 

旭化成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35  依降钙素注射液 
Elcatonin 

Injection/Elcitonin 
1ml:40U 

旭化成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36  
西罗莫司外用凝

胶 

Sirolimus Topical Gel 

/Rapalimus  
0.2% 

ノーベル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37  
醋酸葡萄糖维持

液 

Acetate And Glucose  

Electrolytes Injection 

/ Veen-3G Inj 

2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38  
醋酸葡萄糖维持

液 

Acetate And Glucose  

Electrolytes Injection 

/ Veen-3G Inj 

5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39  
碳酸氢钠林格注

射液 

Sodium Bicarbonate 

Ringer’s 

Injection/Bicanate 

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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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  

低钙腹膜透析液

（乳酸盐

-G1.76%） 

Low Calcium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PERISATE360

NL  

2000ml JMS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41  

低钙腹膜透析液

（乳酸盐

-G2.55%） 

Low Calcium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Lactate)/PERISATE400

NL 

2000ml JMS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6-42  
盐酸普罗帕酮注

射液 

Propafeno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Rytmonorm 

70mg/20ml 
Mylan Healthcar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德国上市 

56-43  盐酸丁卡因凝胶 

Tetracaine 

Hydrochloride Gel / 

Ametop 

4%（以丁卡因计） 

Alliance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56-44  
盐酸奈福泮注射

液 

Nefopam Hydrochloride 

Injection/Acupan 
2ml:20mg Biocodex 未进口原研药品 法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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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确

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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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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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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5  
他氟前列素滴

眼液 

Tafluprost Eye 

Drops/Tapros（泰普罗

斯） 

0.0015% 

（0.3ml:4.5μg）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6-46  
盐酸奥洛他定

滴眼液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Eye 

Drops 

0.2%（2.5ml:5mg，

按 C21H23NO3计）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6-47  
艾地骨化醇软

胶囊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0.5μg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Lt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6-48  
艾地骨化醇软

胶囊 

Eldecalcitol Soft 

Capsules 
0.75μg 

Chugai 

Pharmaceutical 

Co.,Ltd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6-49  氨苯砜凝胶 Dapsone Gel/Aczone 7.5% Almirall,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0  
左卡尼汀注射

液 

Levocarnitine 

Injection/ Carnitor 
200mg/ml 

Leadiant 

Bio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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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1  
瑞舒伐他汀钙

片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s/Crestor 
5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IPR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2  
瑞舒伐他汀钙

片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s/Crestor 
1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IPR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3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Synthroid 
25μ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4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Synthroid 
50μ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5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Synthroid 
100μ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6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Synthroid 
200μ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7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 /Synthroid 
300μg Abbvie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8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Unithroid 
50 μg  STEVENS J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59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Unithroid 
100 μg  STEVENS J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0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Unithroid 
200 μg STEVEN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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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  
左甲状腺素钠

片 

Levothyroxine Sodium 

Tablets/Unithroid 
300μg STEVENS J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2  
依折麦布瑞舒

伐他汀钙片 

Rosuvastatin And 

Ezetimibe Tablets/ 

ROSZET 

依折麦布 10mg/瑞

舒伐他汀 10mg 

Althera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3  
依折麦布瑞舒

伐他汀钙片 

Rosuvastatin And 

Ezetimibe Tablets/ 

ROSZET 

依折麦布 10mg/瑞

舒伐他汀 5mg 

Althera 

Pharmaceutical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4  
甲磺酸多沙唑

嗪缓释片 

Doxazosin Mesylat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cardura xl 

4mg UPJOHN US 1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5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200mg UPJOHN US 2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6  
阿达帕林过氧

苯甲酰凝胶 

Adapalene And Benzoyl 

Peroxide Gel/Epiduo 

0.1%;2.5%（包装

规格：2g、45g/管，

45g/Pump） 

Galderma 

Laboratories L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6-67  
阿达帕林过氧

苯甲酰凝胶 

Adapalene And Benzoyl 

Peroxide Gel/Epiduo 

0.1%;2.5%（包装

规格：5g、15g、

30g、45g、60g、

90g/管和 15g、

30g、45g、

60g/Pump） 

Galderma Nordic AB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68  
泊沙康唑口服

混悬液 

Posaconazole Oral 

Suspension/Noxafil 
40mg/ml 

Merck Sharp And 

Dohme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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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9  溴夫定片 
Brivudine Tablets/ 

Zostex 
125mg Berlin-Chemie AG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70  达格列净片 
Dapagliflozin Tablets 

/FORXIGA 
5mg Astra 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71  
精氨酸培哚普

利片 

Perindopril Arginine 

Tablets/Coversyl 
5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72  
精氨酸培哚普

利片 

Perindopril Arginine 

Tablets/Coversyl 
10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73  美沙拉秦栓 

Mesalazine 

Suppositories/Salofa

lk 

1g Dr. Falk Pharma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6-74  
盐酸依匹斯汀

滴眼液 

Epinast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Aleison LX 

0.1%（5mg：5ml）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6-75  
卡络磺钠注射

液 

Carbazochrome Sodium 

Sulfonate 

Injection/Adona 

2ml：10mg 
ニ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6-76  
倍他洛尔滴眼

液 

Betaxolol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Betoptic 

0.50% 
ノバルティスファ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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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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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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7  
吡格列酮二甲

双胍片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Tablets 

(15mg/500mg)/メタク

ト 配合錠 LD 

15mg/500mg 
武田テバ薬品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6-78  
注射用氟氯西

林钠 

Flucloxa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Floxapen 

500mg（以

C19H17CLFN3O5S计） 
Teva Pharma AG，Basel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瑞士上市 

56-79  
注射用氟氯西

林钠 

Flucloxa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Floxapen 

1g（以

C19H17CLFN3O5S计） 
Teva Pharma AG，Basel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瑞士上市 

27-465 
卡贝缩宫素注

射液 

Carbetocin 

Injection/Pabal 
1ml:100μ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Ltd/Ferring 

Arzneimittel Gmbh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Ferring 

Arzneimit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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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

确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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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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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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  

阿替卡因

肾上腺素

注射液 

Articaine 

Hydrochloride 

And Epinephrine 

Injection  

1.7ml:盐

酸阿替卡

因 68mg与

酒石酸肾

上腺素

17μg(以

肾上腺素

计) 

Produits 

Dentaires Pierre 

Rolland 

 
进口仿

制药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不具有参比制剂地

位，审议未通过。 

56-81  

愈创木酚

甘油醚双

层缓释片 

Guaifenesin 

Extended-Releas

e Bi-Layer 

Tablets/Mucinex 

6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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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参比制剂的日剂量高于同成

分国内批准产品 2-3 倍，审议未通

过。 

56-82  
瑞舒伐他

汀钙片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s/Crestor 

40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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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参比制剂的规格超出单次最

大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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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  

重酒石酸

去甲肾上

腺素葡萄

糖注射液 

Norepinephrine 

Bitartrate In 

Dextrose 

Injection 

250ml：4mg 
Baxter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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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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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  

重酒石酸

去甲肾上

腺素葡萄

糖注射液 

Norepinephrine 

Bitartrate In 

Dextrose 

Injection 

250ml：8mg 
Baxter 

Healthcare Corp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56-85  

盐酸地尔

硫卓缓释

片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

e 

Tablets/Cardize

m La 

420mg 
Ba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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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超出国内批准

的单次最大给药剂量，审议未通过。 

56-86  

度他雄胺

坦索罗辛

胶囊 

Dutasteride and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Capsules/Jalyn 

度他雄胺

0.5mg，坦

索罗辛

0.4mg 

GlaxoSmithKline 

/Woodward Pharma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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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复方制剂，综合本品单药机制

以及用药需求，立题依据不足。且度

他雄胺 0.5mg与坦索罗辛 0.4mg固定

剂量复方不符合我国临床医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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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7  
格列本脲

片 

Glyburide 

Tablet 
1.25 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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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8  
格列本脲

片 

Glyburide 

Tablet 
2.5 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56-89  
格列本脲

片 

Glyburide 

Tablet 
5 mg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56-90  
法莫替丁

注射液 

Famotidine 

Injection 
2ml：20mg 

Hikm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West-ward 

Pharms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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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1  
依那普利

拉注射液 

Enalaprilat 

Injection/Enala

prilat 

1.25mg/ml 

Hikma 

Farmaceutica 

(Portugal)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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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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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2  

盐酸坦索

罗辛缓释

胶囊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

se 

Capsules/Omnic 

0.4mg 
Astellas Pharma 

Europe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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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国临

床医疗实践，审议未通过。 

56-93  
氟胞嘧啶

注射液 

Flucytosine 

Injection/Ancot

il  

250ml:2.5

g 
Meda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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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且缺乏

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

通过。 

56-94  

注射用尿

促卵泡激

素 

 Urofollitropin 

for 

Injection/Fosti

mon 

75IU 

IBSA 

Farmaceutici 

Italia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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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且缺乏

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

通过。 

56-95  
盐酸氨基

葡萄糖片 

Glucosaminhydro

chlorid/Voltafl

ex® 

0.75g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GmbH 

& Co. KG  

 
欧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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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6  
醋酸羟钴

胺注射液 

Hydroxocobalami

n Acetate 

injection  

1ml:1mg 
扶桑薬品工業株

式会社 
 

日本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不明确，且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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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  
碳酸氢钠

注射液 

Sodium 

Bicarbonate 

Injection 

20ml：1.4g 
大塚製薬株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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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8  
多西他赛

注射液 

Docetaxel 

Injection/DOCET

AXEL I.V. 

INFUSION 

20mg/1mL ニプロ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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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9  
多西他赛

注射液 

Docetaxel 

Injection/Docet

axel I.V. 

Infusion 

20mg/1mL

「Yakult」 

20mg/1mL 
株式会社ヤクル

ト本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6-100  
多西他赛

注射液 

Docetaxel 

Injection/Docet

axel I.V. 

infusion 

20mg/1mL「EE」 

20mg/1mL 
エルメッド株式

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6-101  
甘露醇注

射液 

20% Mannitol 

Injection 
300ml:60g 陽進堂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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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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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  
注射用氯

唑西林钠 

Cloxa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ANACL

OSIL 

500mg 
Laboratorio Reig 

Jofre, S. 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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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3  
注射用氯

唑西林钠 

Cloxa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ANACL

OSIL 

1000mg 
Laboratorio Reig 

Jofre, S. A. 
 

西班牙

上市 
同上。 

56-104  
注射用氯

唑西林钠 

Cloxacillin 

Sodium For 

Injection 

/ORBENINE 

1g ASTELLAS PHARMA  
法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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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缺乏

完整充分的安全有效性数据，审议未

通过。 

56-105  
吸入用氯

化钠溶液 

Saline 

Nebuliser 

Solution 

2.5ml:22.

5mg(0.9%w

/v)  

Teva B.V  
爱尔兰

上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为爱尔兰上市的仿

制药，不具有参比制剂地位，审议未

通过。 

56-106  
吸入用氯

化钠溶液 

Saline 

Nebuliser 

Solution 

0.9%；

9mg/ml 

Accord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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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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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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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7  

复方醋酸

钠林格注

射液（Ⅱ） 

Compound Sodium 

Acetate 

Ringer’s 

Injection / 

Elektrolyt-Infu

sionslösung 148 

mit Glucose 1 

PÄD 

250ml 
Serumwerk 

Bernburg AG 
 

德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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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8  
铝碳酸镁

咀嚼片 

Hydrotalcite 

Tablets/ANCID 
1.0g Hexal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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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9  
铝镁加混

悬液 

Almagate 

suspension/ 

Almax Forte 

1.5g：15ml Almirall,S.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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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0  

甘油磷酸

胆碱软胶

囊 

Choline alfosc

erate Soft 

Capsules/GLIATI

LIN 

400mg 
Italfarm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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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1  
异维 A酸

凝胶 

Isotretinoinum 

Gel 

每 100g含

异维 A酸

0.05g 

Societ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Pharmaceutiques 

(S.E.R.P.) 

 
法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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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性数据，审议未通过。 

56-112  

尿素

[13C]片

呼气试验

药盒 

The Kit For 

[13C]-Urea 

Breath Test 

75mg 

Meridian 

Bioscience 

Isreal Ltd.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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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3  
利奈唑胺

注射液 

Linezolid 

Injection/ 

ZYVOX（采福适） 

600mg/300

ml 

辉瑞大药厂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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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4  

复方甘草

酸苷注射

液 

Compound 

Glycyrrhizin 

Injection/Stron

ger 

Neo-Minophagen 

C 

40ml 
ミノファーゲン

製薬 
 

日本上

市 

本品已于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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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5  

复方甘草

酸苷注射

液 

Compound 

Glycyrrhizin 

Injection/Stron

ger 

Neo-Minophagen 

C(美能) 

20ml 
日本米诺发源制

药株式会社 
 

国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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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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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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甘露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21.jhtml                时间: 2022-03-09 

 

我委拟制定甘露醇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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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09日 

附件：  附件：甘露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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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921.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F3/wKgBcWIdzH6AdpiyAAZGhv7-Mmg725.pdf?token=1d1b119809e272d09efbfd9b9d651a34&ts=16461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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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甘露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甘露醇 

Ganluchun 

Mannitol 

 

C6H14O6  182 .17 

  [69-65-8] 

 

本品为 D-甘露糖醇。按干燥品计算，含 C6H14O6应为 97.0%〜102.0% 。 

【性状】本品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醚和乙醇中几乎不溶或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为 166〜170℃。 

比旋度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置 100ml 量瓶中，加钼酸铵溶液（1→10）40ml，振摇使

溶解，加 0.5mol/L 的硫酸溶液 2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在 25°C 时依法测定（通则 0621) ，

比旋度为+137°至+145°。 

【鉴别】（1）取本品的饱和水溶液 1ml，加三氯化铁试液与氢氧化钠试液各 0.5ml，即生成

棕黄色沉淀，振摇不消失；滴加过量的氢氧化钠试液，即溶解成棕色溶液。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光谱集 1238 图）一致。如不一致，取供试

品与甘露醇对照品各约 25mg，分别加水约 0.25ml 使溶解，100℃加热 1 小时，再减压干燥后测

定，供试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 

【检查】酸度 取本品 5.0g，加水 50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液 3 滴与氢氧化钠滴定液（0. 

02mol/L)0.30ml，应显粉红色。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1.5g,，加水 10ml 溶解后，溶液应澄淸无色；如显浑浊，与 1

号浊度标准液（通则 0902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浓。 

电导率 精密称取本品 20.0g，置 100ml 量瓶中，加新沸放冷的水适量，振摇使溶解，必要

时可微热促使溶解，放冷至室温，用相同溶剂稀释至刻度，摇匀，在 25℃依法测定（通则 0681），

电导率不得过 20μS·cm-1。 

有关物质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成每 1ml 中含 50mg 的溶液，作为供

试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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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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作为对照溶液。 

精密量取对照溶液 2ml，置 2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作为灵敏度试验溶液。 

另分别取甘露醇与山梨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甘

露醇与山梨醇各约 25mg 的溶液，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1）。 

分别取麦芽糖醇和异麦芽酮糖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用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麦芽糖醇和异麦芽酮糖醇各约 1.0mg 的溶液，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2）。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色谱条件，取灵敏度试验溶液、系统适用性溶液（1）、系统适用性溶

液（2）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山梨醇峰、麦芽糖醇峰和异麦芽酮糖醇峰与甘露醇峰

的相对保留时间见下表，系统适用性溶液（1）色谱图中，甘露醇峰与山梨醇峰间的分离度应大

于 2.0；系统适用性溶液（2）色谱图中，麦芽糖醇和异麦芽酮糖醇第一个色谱峰的分离度应符

合要求，其中麦芽糖醇和异麦芽酮糖醇的第二个色谱峰可能会重合在一起；灵敏度试验溶液色

谱图中主峰信噪比不得小于 10。 

再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与对照溶液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成分峰

保留时间的 2 倍。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有杂质峰，山梨醇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

的 2 倍（2.0%）；麦芽糖醇和异麦芽酮糖醇峰面积之和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2 倍（2.0% )；

其他单个未知杂质峰面积不得大于灵敏度试验溶液主峰面积（0.10%）；各杂质峰面积的和不

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2 倍（2.0%）。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小于灵敏度试验溶液主峰面积

1/2 的色谱峰忽略不计。 

名称 相对保留时间 

异麦芽酮糖醇（第一个峰） 0.60 

麦芽糖醇 0.69 

异麦芽酮糖醇（第二个峰） 0.73 

甘露醇 1.0 

山梨醇 1.2 

 

还原糖 取本品 5.0g，置锥形瓶中，加 25ml 水使溶解，加枸橼酸铜溶液（取硫酸铜 25g、

枸橼酸 50g 和无水碳酸 144g，加水 1000ml 使溶解，即得）20ml，加热至沸腾，保持沸腾 3 分

钟，迅速冷却，加冰醋酸溶液（2.4→100）100ml 和碘滴定液（0.025mol/L）20.0ml，摇匀，加

盐酸溶液（6→100）25ml（沉淀应完全溶解。如有沉淀，继续加该盐酸溶液至沉淀完全溶解），

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 1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记

录供试品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的体积 V1；另取水 25ml，置锥形瓶中，自“加枸

橼酸铜溶液”起，同法操作进行空白试验，记录空白溶液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

的体积 V2，（V2-V1）应不得过 7.2ml。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0.5%（通则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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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通则 0841）。 

镍 取本品 0.5g，精密称定，置四氟乙烯消解罐内，加硝酸 5ml，30%过氧化氢溶液 3ml，

盖好内盖，旋紧外套，置适宜的微波消解炉内，进行消解。消解完全后，取消解内罐置电热板

上缓缓加热至红棕色蒸气挥尽，并继续缓缓浓缩至 2-3ml，放冷，用硝酸溶液（3→100）转入

50ml 量瓶中，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同法制备空白溶液。 

精密量取标准溶液适量，用硝酸溶液（3→100）配置成每 1ml 中分别含 0、4、8、16、20、

40ng 的系列梯度溶液。 

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采用石墨炉原子化器，在 232.0nm 的波长处

测定，计算，含镍不得过百 0.0001%。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 10g，加 pH7.0 无菌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至 100ml，摇匀，作为 1:10

的供试液。 

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取 1:10 的供试液，照平皿法检查（通则 1105）。 

大肠埃希菌：取 1:10 的供试液 10ml，接种至不少于 100ml 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中，依

法检查（通则 1106）。 

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3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2cfu，不得检出大肠

杆菌（非注射用）。 

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均不得过 102cfu，不得检出大肠杆菌（供注

射用）。 

细菌内毒素（供注射用）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43），每 1mg 甘露醇中含内毒素的量

应小于标示值。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磺化交联的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为填充剂的强阳离子

钙型交换柱（或分离效能相当的色谱柱），以水为流动相，流速为每分钟 0.5ml；示差检测器，

检测器温度为 55°C；柱温为 80℃。 

分别取甘露醇与山梨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甘露

醇与山梨醇各约 50mg 的溶液，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取系统适用性溶液 20ul 注入液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甘露醇峰与山梨醇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2.0。 

测定法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用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约含 50mg 的溶液，作为供试

品溶液，精密量取 20ul 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 

另取甘露醇对照品，同法测定。 

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药用辅料，填充剂、矫味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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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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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应标明本品使用途径；粒度的标示值；供注射用时，应标明每 1mg 甘露醇中含内

毒素的量应小于的标示值。 

 

起草单位：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联系电话：020-81886382 

复核单位：四川省检验药品研究院 

 

 

甘露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1.性状：参考 ChP 2020 二部制订。 

2.熔点：参考各国药典熔点限度范围，并结合收集产品的实际测定结果进行设置。 

3.比旋度：分别参考 ChP 2020 二部和 EP10.0/BP2020 甘露醇项下比旋度测定方法，并结合

实验可操性，沿用 ChP 2020 二部方法与限度。 

4.【鉴别】（1）：参考 ChP 2020 二部对甘露醇进行化学鉴别，反应原理如下： 

+FeCl3        Fe(OH)3↓          

甘露醇与 Fe3+在强碱性条件下形成八面体构型的 Fe-甘露醇螯合物，稳定性强，该法简便

易操作。 

5.【鉴别】（2）：各国药典均采用红外分光光度法对甘露醇进行鉴别。甘露醇存在 α、β、δ

等多种晶型，由于 ChP 2020 二部的红外鉴别仅适用于 β晶型甘露醇，参考国外药典建立了转晶

方法鉴别不同晶型的甘露醇。 

6.酸度：针对醇羟基在水中电离呈弱酸性的特点设置该项目。 

7.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各国药典均对甘露醇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进行了规定，检查方法

基本一致，故参考 ChP 2020 二部方法制定。 

8.电导率：USP-NF2021、EP10.0/BP2020、JP17 对甘露醇水溶液的电导率均进行了规定，

参考国外药典的方法设置。 

9.有关物质：参考国外药典，在 ChP 2020二部基础上，增加了对工艺杂质异麦芽酮糖醇、

麦芽糖醇的控制。 

10.还原糖：甘露醇生产工艺中涉及葡萄糖、甘露糖和果糖等还原糖的引入，还原糖的残

留可影响制剂的稳定性（美拉德反应）。各国药典均对甘露醇中还原糖进行了控制，通过对国内

外药典方法的测定原理及操作的便利性进行比较，继续沿用 ChP 2020 二部方法。 

11.干燥失重：各国药典均有收载该项目，限度和测定条件一致。按 ChP 2020 二部的检查

方法。 

弱碱性 强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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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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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炽灼残渣：用于控制甘露醇中的非挥发性无机杂质，该方法操作简便。 

13.镍:甘露醇生产工艺中使用雷尼镍作为催化剂，国外药典均对其进行了控制。采用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石墨炉法）对镍进行检查。 

14.微生物限度:USP-NF2021、EP10.0/BP2020 均有收载该项目，对于注射剂和非注射剂用

途的甘露醇制定了不同的限度要求，结合甘露醇的用途，参考 USP-NF2021、EP10.0/BP2020 方

法建立“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 

15.细菌内毒素:USP-NF2021、EP10.0/BP2020 均有收载该项目，结合甘露醇的用途，拟订

标准拟收载“细菌内毒素”项，但限度不做统一要求。 

16.含量测定:ChP 2020 二部采用容量法对甘露醇进行含量测定，限度为 98.0%~102.0%；国

外药典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限度为 97.0%~102.0%。结合方法的专属性和检测效率，参考国

外药典，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含量测定，限度为 97.0%~102.0%。25 批供试品均符合规定。 

17.类别:类别项依据甘露醇作为药用辅料的主要用途制订。 

18.贮藏:贮藏项参考 ChP 2020 二部制订。 

19.标示:结合甘露醇作为药用辅料影响其应用的关键属性，制订标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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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滑石粉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02.jhtml                   时间: 2022-03-09 

 

我委拟修订滑石粉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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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09日 

 

 

附件：  附件：滑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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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902.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F3/wKgBcWIdzwiAEUhSAAobEXoUIiQ836.pdf?token=39e536f12ac65f1736563fbb58f5338d&ts=1646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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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滑石粉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滑石粉 

Huashifen 

Talc 

[14807-96-6] 

本品系滑石经精选、净制、粉碎、干燥制成。主要成分为 Mg3Si4O10(OH)2。本品含镁（Mg）

应为 17.0%～19.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无砂性的微细粉末。 

本品在水、稀盐酸或 8.5%氢氧化钠溶液中均不溶。 

【鉴别】（1）取本品 0.2g，置铂坩埚中，加等量氟化钙或氟化钠粉末，搅拌，加硫酸

5ml，微热，立即将悬有 1 滴水的表面皿盖上，稍等片刻，取下表面皿，水滴边缘出现白圈。 

（2）取本品 0.5g，置烧杯中，加入盐酸溶液（4→10）10ml，盖上表面皿，加热至微

沸，不时摇动烧杯，并保持微沸 40 分钟，取下，用快速滤纸滤过，用水洗涤滤渣 4～5 次。

取滤渣约 0.1g，置铂坩埚中，加入硫酸溶液（1→2）10 滴和氢氟酸 5ml，加热至冒二氧化

硫白烟时，取下，冷却，加水 10ml 使溶解，取溶液 2 滴，加镁试剂（取对硝基苯偶氮间苯

二酚 0.01g，加 4％氢氧化钠溶液 1000ml 溶解，即得）1 滴，滴加 40%氢氧化钠溶液使成碱

性，生成天蓝色沉淀。 

（3）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在 3677 cm-1±2cm-1，1018 cm-1±2cm-1，669 cm-1±2cm-1

波数处有特征吸收（通则 0402）。 

【检查】酸碱度  取本品 10.0g，加水 50ml，煮沸 30 分钟，时时补充蒸失的水分，滤

过，滤液遇石蕊试纸应显中性反应。 

水中可溶物  取本品 1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水 50ml，称重，

摇匀，加热回流 30 分钟，放冷，再称重，用水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必要时离心，取上

清液，用 0.45μm 孔径的滤膜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5ml，置恒重的蒸发皿中蒸干，在 105℃

干燥 1 小时，遗留残渣不得过 5mg (0.1％)。 

酸中可溶物  取本品 1g，精密称定，置 100ml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稀盐酸 20ml，

称重，摇匀，在 50℃静置 15 分钟，放冷，再称重，用稀盐酸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必要

时离心，取上清液，用 0.45μm 孔径的滤膜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10ml，置恒重的坩埚中，

加稀硫酸 1ml，蒸干，低温加热至硫酸蒸气除尽后，在 700～800℃炽灼至恒重，遗留残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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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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 10mg (2.0％)。 

石棉  取本品，置载样架中，压实，照 X 射线衍射法（通则 0451 第二法）测定，以 Cu 

为阳极靶，Kα 线为特征 X 射线，管电压为 40kV，管电流为 40 mA，采用连续扫描方式，

分别在衍射角（2θ）10°～13°与 24°～26°的范围内，扫描步长为 0.02°，记录衍射图谱。若

供试品在衍射角（2θ）10.5° ± 0.1°处出现角闪石的特征峰，或在衍射角（2θ）12.1° ± 0.1°与

24.3°± 0.1°处出现蛇纹石特征峰，将供试品置光学显微镜下观察（通则 2001），不得出现长

宽比大于 20 或长度超过 5μm 的细针状纤维；或不得出现以下情况中的 2 项及以上：①成束

状的平行纤维；②纤维束末端呈发散性；③薄针状纤维；④由单个纤维缠绕而成的团块或弯

曲状纤维。 

炽灼失重  取本品约 2g，精密称定，在 600～700℃炽灼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5.0％。 

铁  取本品约 10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0.5mol/L 盐酸溶液 50ml，摇匀，水浴

加热回流 30 分钟，放冷，用中速滤纸滤过，滤液置 100ml 量瓶中，用热水 30m1 分次洗涤

容器及滤渣，滤过，洗液并入同一量瓶中，放冷，加水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贮备液，

精密量取 5ml，置 200ml 量瓶中，用 0.25mol/L 盐酸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

液；同法制备空白溶液；另精密量取铁标准溶液适量，用 0.25mol/L 盐酸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铁 5～10µg 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取空白溶液、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照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48.3nm 的波长处测定，计算，即得。含铁不得过 0.25%。 

铅  取铁盐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作为供试品溶液；除去供试品，同法制备空白溶液；另

精密量取铅标准溶液适量，用 0.25mol/L 盐酸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铅 0.5～1.25µg 的系

列对照品溶液。取空白溶液、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17.0nm 的波长处测定，计算，即得。含铅不得过 0.001%。 

钙  精密量取含量测定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 5ml，置 20ml 量瓶中，用混合溶液（取盐

酸 10ml 和 8.9%氯化镧溶液 10ml，加水至 100ml）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同

法制备空白溶液；另精密量取钙标准溶液适量，用水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钙 100µg 的溶液，

精密量取适量，用混合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钙 1～5µg 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取空白溶液、

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422.7nm 的波

长处测定，计算，即得。含钙不得过 0.9%。 

铝  精密量取含量测定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 0.1ml，置 100ml 量瓶中，加硝酸溶液

（2→100）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量取铝标准溶液适量，用硝酸溶液

（2→100）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铝 40n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分别取供试品溶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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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对照品溶液，以石墨炉为原子化器，必要时，使用 0.25%的氯化铯溶液作为基体改进剂，照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在 309.3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供试品溶液的吸光度

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的吸光度（2.0%）。 

砷盐  取铁盐项下供试品贮备液 l0ml，加盐酸 5ml 与水 13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2%）。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

数不得过 103c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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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聚四氟乙烯容器中，加盐酸 1ml、硝酸

1ml 与高氯酸 1ml，摇匀，加氢氟酸 7ml，置加热板上缓缓蒸至近干（约 0.5ml），用硝酸溶

液（2→100）转移至 50ml 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贮备液。 

精密量取供试品贮备液 2ml，置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2ml，

置 100ml 量瓶中，用混合溶液（取盐酸 10ml 与 8.9%氯化镧溶液 10ml，加水至 100ml）稀

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镁标准溶液适量，分别用水稀释制成每 l ml 中含镁 10µg、15μg、20μg、25μg

的溶液，各精密量取 2ml，分别置 100ml 量瓶中，用混合溶液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

品溶液。 

取空白溶液、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

在 285.2nm 的波长处测定，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即得。 

【类别】药用辅料，润滑剂、稀释剂等。 

【贮藏】置干燥处保存。 

【标示】应标明粒度的标示值。 

注：本品有滑腻感。 

 

 

起草单位：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联系电话：020-81853846 

复核单位：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滑石粉药用辅料标准草案修订说明 

1.【鉴别】（1）：在氟化物存在下，以浓硫酸作用于硅酸盐，生成气态的 SiF4。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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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SiF4遇纯水如成浑浊状态，即证明有硅酸存在。在进行试验时，实验物必须干燥，否

则在 SiF4生成的一霎那，即会与水发生反应。使用浓硫酸，不但为了生成 HF，还可以吸收

反应生成的水分。由于生成的 SiF4数量有限，且在水滴表面张力的作用下，SiF4渐渐往水

滴边缘聚集，最后形成水滴边缘的白圈，水滴出现明显的白色浑浊的现象不明显，故在标准

描述中将其改为形成水滴边缘出现白圈（如下图）。 

2CaF2 + 2H2SO4 = 2CaSO4 + 4HF 

SiO4 + 4HF = 2H2O + SiF4 ↑ 

 

 

2.石棉：根据 X射线衍射分析方法对物质定性的要求，明确了扫描步长为 0.02°。 

3.【含量测定】：完善了供试品贮备液的配置。 

4.【类别】：根据应用，类别中增加了稀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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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开征求《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程序》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d5c3680701af8e40c9772cf267bae856 发布日期:2022 年 03 月 11 日 

    为规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工作，实现参比制剂的动态管理，发挥好参比制剂在仿制药研究中的标

杆作用，促进仿制药高质量发展，按照工作安排，我中心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起草了《已发布化学

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程序》（征求意见稿），现在中心网站予以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请通过以下邮箱及时反馈我中心。 

   征求意见时限：自公示之日起一个月。 

   邮箱：cdecbzj@cde.org.cn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2年 3 月 11日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程序（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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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c3680701af8e40c9772cf267bae85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3eb246188c5ff17f55047e1eecb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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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程序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工作，实现参比制剂动态管理，发挥好参比制剂在仿制药研究中的标杆作

用，促进仿制药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程序。 

一、调整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本程序调整范围。 

（一）经国家药监局审核评估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及质量可控性存在风险，注销、撤销批准文号或停止上

市销售的药品。 

（二）基于科学研究进展，不符合现行《中国药典》要求或现行审评技术要求的药品。 

（三）经核实存在提供虚假信息获得参比制剂地位或已发布参比制剂存在质量可控性问题等情况的药品。 

二、调整申请的提出 

企业、行业协会及药审中心根据以上调整情形，可对国家药监局已发布的参比制剂提出参比制剂调整申请。 

三、调整程序 

（一）药审中心初步审核 

药审中心对参比制剂调整申请进行初步审核，形成初步审核意见提交专家委员会审议。 

（二）专家审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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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组织专家委员会对调整申请进行审议，审议意见分为同意、不同意和再议。专家就审议意见进行

投票，审议结果按半数以上的专家意见为准，如审议结果均未超过半数，则按再议处理。 

（三）公示和异议处理 

药审中心在收到申请后 60个工作日内对外公示审议结果，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对收到的异议，按照以

下方式处理： 

1.对专家会已充分研究，并有明确审议结论，无新证据的异议意见，维持原审议结论，不再组织进一步审

议。 

2.对经药审中心初步审核，有新证据，需进一步研究的异议意见，药审中心再次组织专家委员会审议，原

则上应邀请该品种的利益相关方参加会议。 

（四）审核发布 

经以上程序，公示无异议的审议意见，或经连续两次专家会审议，审议意见一致的，报国家药监局审核发

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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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流程图 

 

 

  

企业、行业协会及 

药审中心提出调整 

 

药审中心初步审核 

药审中心网站 

公示 

审议 国家局审核发布 

专家委员会 

审议 

60 个工作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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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已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调整异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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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性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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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ssist1.cdeapp.org.cn/office/cbzj/downloadAtt?filename=scxsqksm.pdf&valcode=CB2022010143


 

关于聚乙烯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30.jhtml                    时间: 2022-03-11 

 

我委拟修订聚乙烯醇药用辅料标准，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现将拟制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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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11日 

 

 

 

附件：  附件：聚乙烯醇质量标准公示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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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930.jhtml
mailto:475@chp.org.cn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F4/wKgBcWIphkGAVVM-AAe0wEiAmms346.pdf?token=b633aa039eb51d2c50665bb1a19702c3&ts=164688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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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聚乙烯醇药用辅料标准公示稿  

 

聚乙烯醇 

Juyixichun 

Polyvinyl Alcohol 

 

H

OH
O

CH
3

O
H

n

 

m

 

 

[9002-89-5] 

 

本品为聚乙酸乙烯酯的甲醇溶液中加碱液醇解反应制得品，分子式以（CH2CHOH）n

（CH2CHOCOCH3）m表示，其中 m+n 代表平均聚合度，m/n 应为 0～0.35。本品的平均分子

量应为 20 000～220 000。 

【性状】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粉末或半透明状颗粒。 

本品在热水中溶解，在乙醇或丙酮中几乎不溶。 

酸值 取本品10g，精密称定，置圆底烧瓶中，加水250ml，不断搅拌下加热回流30分钟

后，不断搅拌下放冷。精密量取50ml，依法（通则0713）测定，酸值不大于3.0。 

【鉴别】取本品，照红外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2）测定，应在 2940cm-1±10cm-1及 2920cm-1

±10cm-1波数处有特征吸收峰。 

【检查】黏度 取本品适量（相当于干燥品 6.00g），以 60r/min 的转速，在连续搅拌下，

加至已称重的含有 140ml 水的烧杯中，提高转速至 400r/min（避免混入过多空气），加热至

90℃，在 90℃水浴中，以 400r/min 的转速保持约 5min，停止加热，以 60r/min 的转速连续

搅拌 1 小时，放冷至室温，再补水至溶液 150g，搅拌均匀，100 目筛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采用合适的旋转黏度计（建议采用 Brookfield 旋转黏度计），依法测定（通则 0633 第三法），

在 20℃±0.1℃时的动力黏度应为标示量的 85.0%～115.0%。 

水解度 取本品1g，精密称定，置250ml的锥形瓶中，加60%甲醇溶液35ml，使供试品浸

润，加酚酞指示液3滴，用稀盐酸或氢氧化钠试液调至中性，精密加0.2mol/L氢氧化钠溶液

25ml，加热回流1小时，用水10ml冲洗冷凝器的内壁和塞的下部，放冷，用盐酸滴定液

（0.2mol/L）滴定剩余的氢氧化钠溶液至终点；同法进行空白试验。以供试品消耗盐酸滴定

液（0.2mol/L）的体积（ml）为A，空白试验消耗的体积（ml）为B，供试品的重量（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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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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按下式计算供试品的皂化值（S）： 

S=(B-A)×56.11×c/W（c为盐酸滴定液浓度） 

根据测得的皂化值（S）按下式计算水解度应为85%～89%。 

水解度={100-[7.84S/(100-0.075S)]}/100 

酸度 取本品2g，加水50ml，置水浴中加热使溶解，放冷，依法测定（通则0631）。pH

值应为4.5～6.5。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10g，置圆底烧瓶中，加水250ml，不断搅拌下加热回流30

分钟使溶解，放冷至室温；依法检查（通则0901与通则0902），溶液应澄清无色；如显浑浊，

与1号浊度标准液（通则0902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浓；如显色，与黄色或黄绿色1号标准比

色液（通则0901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深。 

水中不溶物 取本品约6g，精密称定，加水制成浓度为4.0%（g/g）的溶液，置水浴中充

分搅拌加热使溶解，趁热用经110℃干燥至恒重的100目筛网过滤，残渣用水25ml洗涤两次，

残留物在110℃干燥1小时，不溶物不得超过0.1%。 

残留溶剂  甲醇和乙酸甲酯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5.0%（通则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1.0%。 

重金属 取本品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

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1.0g，加氢氧化钙1.0g，混合，加水少量，搅拌均匀，干燥后，先用小火炽

灼使炭化，再在500～600℃炽灼使完全灰化，放冷，加盐酸5ml与水23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2%）。 

【类别】药用辅料，成膜材料和助悬剂等。 

【贮藏】密闭保存。 

【标示】应标明本品中残留溶剂甲醇和乙酸甲酯的限度，以 mPa·s 或 Pa·s 为单位标

明黏度。 

附：甲醇和乙酸甲酯 取丙酮适量，加水制成每1ml中含丙酮0.2mg的溶液，作为内标溶

液。 

取本品约0.2g，精密称定，置20ml顶空瓶中，精密加入内标溶液10ml，摇匀，密封，作

为供试品溶液。 

取甲醇和乙酸甲酯适量，精密称定，加内标溶液制得每1ml中约含甲醇和乙酸甲酯各

0.2mg的溶液，精密量取10ml，置20ml顶空瓶中，密封，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0521）测定。以6%氰丙基苯基-94%二甲基聚硅氧烷（或极性相近）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柱；进样口温度为200℃，检测器温度为250℃；程序升温，初始

温度40℃，保持8分钟，以每分钟10℃升温至150℃，保持2分钟。顶空瓶平衡温度为8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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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时间为30分钟。 

取对照品溶液顶空进样，出峰顺序依次为甲醇、丙酮、乙酸甲酯，各组分峰的分离度均

应符合要求。再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分别顶空进样，记录色谱图。按内标法以峰面积

计算甲醇和乙酸甲酯的含量。 

 

起草单位：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联系电话：025-86251150 

复核单位：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 

积极参与单位：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湖北华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默克化工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聚乙烯醇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一、定义 

因聚乙烯醇具有多种不同平均分子量的规格，故将 CAS 号删除。 

二、残留溶剂 

聚乙烯醇中的甲醇和乙酸甲酯是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有机挥发性化合物，属于药用辅料

的残留溶剂。根据 ICH Q3C（R8）的残留溶剂控制原则，原有标准中“甲醇和乙酸甲酯”

不再作为检查项，改在标示项下要求标明本品中残留溶剂甲醇和乙酸甲酯的限度，并将优化

的测定方法放入“附”中，对两者的限度也不在《中国药典》进行规定（《中国药典》2020

版中聚乙烯醇残留溶剂项下规定“甲醇与乙酸甲酯均不得过 1.0%”）。 

优化的测定方法具体如下：通过对测定方法、供试品浓度等多种因素的研究，最终确定

在色谱系统与原有方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修订了供试品溶液（由 250mg/ml→20mg/ml）、

对照品溶液（由 2.5mg/ml→0.2mg/ml）和内标液（由 0.6mg/ml→0.2mg/ml）的浓度。聚乙烯

醇供试品在修订后的浓度下可以完全溶解，修订后的方法通过方法学验证，并且修订后的供

试品浓度同 USP43/NF38 中聚乙烯醇残留溶剂项下供试品浓度。 

典型色谱图如下：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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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照品典型 GC 图 

 

图 2 聚乙烯醇供试品典型 GC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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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乳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29.jhtml              时间: 2022-03-11 

 

我委拟制定 L-乳酸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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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11日 

 

 

 

 

 

附件：  附件：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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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929.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F4/wKgBcWIq77OAKv1rAATgk2rH7Ww045.pdf?token=83bd15222b023776f4360da7cfd3258e&ts=164698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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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乳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L-乳酸 

L-Rusuan 

L-Lactic Acid 

O

OH

CH3

OH  

C3H6O3   90.08 

本品为 L-2-羟基丙酸及其缩合物的混合物，可通过糖发酵制得。含乳酸以 C3H6O3 计算，

应为 85.0%〜92.0%（g/g）。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几乎无色的澄清黏稠液体。 

本品与水、乙醇能任意混合。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1.20〜1.21。 

比旋度  取本品约 2.0g（以 C3H6O3 计），精密称定，置 100ml 锥形瓶中，加 1mol/L 的氢

氧化钠溶液 25ml，盖上表面皿，在水浴上加热 15 分钟，放冷，用 1mol/L 的盐酸溶液调 pH 值

约为 7，加四水合钼酸铵 5.0g，超声使溶解，转移至 50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即得，依法测定（通则 0621），比旋度为-46°〜-52°。 

【鉴别】 （1）本品的水溶液显乳酸盐（通则 0301）的鉴别反应。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乳酸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査】  颜色  取本品，与黄色 1 号标准比色液（通则 0901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深。 

有关物质  取本品 0.5g，精密称定，置 100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滤

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 1ml，置 20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灵敏度溶液。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试验，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 0.1%磷酸为

流动相 A，以乙腈为流动相 B，按下表中的规定进行梯度洗脱；流速 1ml/min，检测波长为 210nm。  

时间（分钟）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 98 2 

5 98 2 

25 65 35 

30 65 35 

31 98 2 

40 98 2 

精密量取灵敏度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乳酸单体峰的信噪比应大于 10。

再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乳酸单体保留时间约为 4.8min, 乳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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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二聚体、乳酸三聚体和乳酸四聚体的相对保留时间分别约为 3.2、4.4、5.4。按面积归一化

法计算，其他杂质总量（扣除乳酸单体、乳酸二聚体、乳酸三聚体和乳酸四聚体）不得过 3.0%。 

乳酸单体  有关物质项下记录的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按面积归一法计算，乳酸单体不得

少于 55.0%。 

氯化物  取本品 3.0g，依法检査（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

较，不得更浓（0.002%）。 

硫酸盐  取本品 2.0g，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2.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

较，不得更浓（0.010%）。 

枸橼酸、草酸、磷酸或酒石酸  取本品 0.5g，加水适量使成 5ml，混匀，用氨试液调至微

碱性，加氯化钙试液 lml，置水浴中加热 5 分钟，不得产生浑浊。 

易炭化物  取 95%（g/g）硫酸 5ml，置洁净的试管中，注意沿管壁加本品 5ml，使成两液

层，在 15℃静置 15 分钟。接界面如显色，与黄色 1 号标准比色液（通则 0901 第一法）比较，

不得更深。 

还原糖  取本品 0.5g，加水 10ml 混匀，用 20%氢氧化钠溶液调至中性，加碱性酒石酸铜

试液 6ml，加热煮沸 2 分钟，不得生成红色沉淀。 

乙醚不溶物  取 1.0g 溶于 25ml 乙醚，供试品溶液所显浊度不得比溶剂更深。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通则 0841）。 

钙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溶解，加氨试液中和，加草酸铵试液数滴，不得产生浑浊。 

铁盐  取本品 l.0g，依法检查（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

更深（0.001%）。 

重金属  取本品 2.0g，加水 10ml 与酚酞指示液 1 滴，滴加氨试液适量至溶液显粉红色，

加稀盐酸 3ml 与水适量使成 25ml，依法检査（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 2.0g，加水 23ml 稀释后，加盐酸 5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

合规定（0.0001%）。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lg，精密称定，加水 50ml，精密加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25ml，

煮沸 5 分钟，加酚酞指示液 2 滴，趁热用硫酸滴定液（0.5mol/L）滴定，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

白试验校正，即得。每 lml 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相当于 90.08mg 的 C3H6O3。 

【类别】  药用辅料，pH 调节剂、助溶剂等。 

【贮藏】  密封保存。 

注：本品有引湿性。 

 

附：有关物质乳酸单体及聚合体定位参考色谱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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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联系电话：0731-82275835 

复核单位：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L-乳酸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乳酸标准收载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二部，四部未收载。此次参照二部乳酸标准，根据

药用辅料乳酸的特点，增订了四部 L-乳酸药用辅料标准。 

一、名称 

根据前期了解，作为药用辅料时，一般为 L-乳酸，故命名为“L-乳酸”。 

二、定义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并增加了对乳酸旋光性和制法的规定。 

三、性状 

1.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因未明确乳酸水溶液的浓度，且显酸性反应的判定也无具体规

定，删除“水溶液显酸性反应”的描述，同时按照《国家药用辅料标准编写细则》删除“几乎

无臭”，并将“有引湿性”移至标注项。 

2.相对密度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3.比旋度 参照 JP17增订该方法和限度，以此控制本品的旋光性。 

四、鉴别 

1.鉴别（1），为乳酸的专属化学鉴别。  

2.鉴别（2），为红外鉴别。 

五、检查 

1.颜色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2.有关物质  L-乳酸为 L-2-羟基丙酸及其缩合物的混合物,除乳酸单体外，还含有乳酸二

聚体、乳酸三聚体、乳酸四聚体及其他有机杂质。为更好地控制本品有机杂质，新建立了液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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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采用相对保留时间对乳酸聚合体进行定位，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为确保不同实验室

在执行时采用仪器的灵敏度能够达到检测微量杂质的需求，设置了灵敏度溶液和信噪比要求。

结合各企业收集样品的测定结果，拟定限度为其他杂质总量（扣除乳酸单体、乳酸二聚体、乳

酸三聚体和乳酸四聚体）不得过 3.0%。 

采用了两支不同品牌的色谱柱进行了耐用性考察，分别为 GL Sciences 的 Inertsil ODS-3 柱

（250mm×4.6mm，5μm）和资生堂 CAPCELL PAK MG C18 柱（250mm×4.6mm，5μm）。 

3.乳酸单体  含量测定为滴定法，实测的是乳酸中单体和聚合体的总量，无法对单体进行

控制。为加强对有效性的控制，拟定乳酸单体检查。测定方法同有关物质项，按面积归一法计

算。结合样品的测定结果，拟定限度为“乳酸单体不得少于 55.0%”。 

4.氯化物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5.硫酸盐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6.枸橼酸、草酸、磷酸或酒石酸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7.易碳化物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同时将接界面颜色的判定修订为“接界面如显色，

与黄色 1 号标准比色液（通则 0901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深”，更为科学合理。 

8.还原糖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9.乙醚不溶物  为更严格和全面地控制乳酸中的杂质，参照 EP10.0 拟订乙醚不溶物检查

项。 

10.炽灼残渣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11.钙盐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12.铁盐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13.重金属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14.砷盐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六、含量测定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七、类别   

按乳酸作为药用辅料的主要功能进行修订。 

八、贮藏 

参照二部乳酸标准制定。 

九、注 

注明本品有引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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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微晶纤维素丸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07.jhtml              时间: 2022-03-11 

 

我委拟制定微晶纤维素丸芯药用辅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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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11日 

 

 

附件：  附件：微晶纤维素丸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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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yjw/fl/16907.jhtml
http://114.247.108.163/group1/M00/00/F3/wKgBcWIm_LaAU-qlAAUDCbmlFn8721.pdf?token=a6617ad4129a9379bd28996f57d13304&ts=164672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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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微晶纤维素丸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微晶纤维素丸芯 

Weijing Xianweisu Wanxin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Spheres 

本品系由微晶纤维素加水制粒干燥而成。 

【性状】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近球形颗粒。 

【鉴别】 取本品适量，研磨至细粉，取细粉，照微晶纤维素项下鉴别（1）和（2）试

验，应符合规定。 

【检查】 粒度  取本品 20g，照粒度测定法（通则 0982 第二法）检查，通过标示粒

径上限的量不得少于 90%，通过标示粒径下限的量不得多于 10%。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 3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7.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2％。 

酸碱度  照微晶纤维素项下的方法检查，应符合规定。 

氯化物、淀粉与电导率  取本品适量，研磨至细粉，取细粉，照微晶纤维素项下的方法

检查，应符合规定。 

【类别】药用辅料，载体材料。 

【贮藏】密闭保存。 

【标示】 以 μm 为单位标明粒径的标示范围。 

注：本品具引湿性。 

 

起草单位：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联系电话：020-81853846 

复核单位：山东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积极参与单位：珠海市东辰制药有限公司 

 

微晶纤维素丸芯药用辅料标准草案修订说明 

1、来源与制法：微晶纤维素丸芯是由微晶纤维素加水制粒而得。 

2、鉴别 

2.1 鉴别（1）：该项目为化学鉴别试验，原理为氯化锌碘试液与木质化纤维素细胞壁反应显

蓝色。 

2.2 鉴别（2）：该项目为聚合度鉴别项，聚合度的大小能反映纤维素的基本单元的个数，不

同种类纤维素的聚合度不同。本项目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微晶纤维素的聚合度鉴别

项，可用来测定供试品的聚合度，以鉴别所用产品的聚合度是否与微晶纤维素要求的聚合度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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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粒度：该项目是本品重要功能性指标，企业可根据制剂产品的不同需求生产不同粒度的

丸芯，因此，可根据粒度区分不同规格的丸芯产品。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均列有该检查项，

均采用筛分法检查，根据产品的标示粒径范围设定不同规格产品的限度。拟定标准参考了上

述标准，采用筛分法进行检查。 

3.2 干燥失重：该项目主要用于控制产品经制粒后的含水量。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均列有

该检查项，限度不同。因本品具引湿性，同时结合样品干燥失重的考察情况，限度拟为“不

得过 7.0%”。 

3.3 炽灼残渣：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均列有该检查项，限度不同。根据样品炽灼残渣的考

察情况，限度设为 0.2%。 

3.4 酸碱度：该项目控制样品的酸碱度，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均列有该检查项，但限度稍

有不同。本项目方法参考上述标准拟订，取电导率项下的上清液测定，限度参考局颁标准设

定。 

3.5 氯化物：该项目控制微晶纤维素生产工艺中可能带入的氯离子，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

均列有该检查项，方法和限度一致。本项目方法参考上述标准拟订。 

3.6 淀粉：该项目控制产品中应不含淀粉类物质，局颁标准和各企业标准均列有该检查项，

且方法一致。本项目方法参考上述标准拟订。 

3.7 电导率：该项目可控制产品中的金属离子量，本项目方法和限度均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微晶纤维素质量标准中的电导率检查项。 

4、类别：因本品主要用作胃肠溶微丸制剂和缓释控释制剂等的芯料载体材料，故类别拟订

为“药用辅料，载体材料”。 

5、贮藏：因样品具引湿性，且相关标准均规定“密闭保存”，故将贮藏拟订为“密闭保存”。 

6、标示：粒度检查项以产品的标示粒径进行限度判定，故应标明产品的粒径范围，拟订为“以

μm 为单位标明粒径标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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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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 （第五十二批）的通告

（2022 年第 16 号） 

原文：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qtggtg/20220311164412113.html   发布日期：2022 年 03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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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二批） 

 

 

                               国家药监局 

                              2022 年 3月 10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2年第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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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1164412113.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4698824238501283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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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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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雌二醇片/雌二醇

地屈孕酮片复合

包装 

Complex Packing 

Estradiol 

Tablets/Estradiol and 

Dydrogesterone 

Tablets/Femoston 

雌二醇片含雌二醇 1mg；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含雌

二醇 1mg和地屈孕酮 10mg 

Abbott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52-2  

雌二醇片/雌二醇

地屈孕酮片复合

包装 

Complex Packing 

Estradiol 

Tablets/Estradiol and 

Dydrogesterone 

Tablets/Femoston 

雌二醇片含雌二醇 2mg；

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含雌

二醇 2mg和地屈孕酮 10mg 

Abbott B.V.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52-3  
比索洛尔氨氯地

平片 

Bisoprolol Fumarate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富马酸比索洛尔 5mg与苯

磺酸氨氯地平（按氨氯地

平计）5mg 

Merck K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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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盐酸胺碘酮注射

液（预混） 

Amiodarone HCl 

Premixed 

Injection/Nexterone 

360mg/200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5  
盐酸胺碘酮注射

液（预混） 

Amiodarone HCl 

Premixed 

Injection/Nexterone 

150mg/100ml 

Baxter 

Healthcare 

Corporation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6  
曲安奈德缓释注

射混悬液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Extended-Release 

Injectable Suspension 

/Zilretta 

32mg/支 
Flexion 

Therap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7  枸橼酸钾缓释片 

Potassium Citrat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 Urocit-K 

5 MEQ（0.54g） Mission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8  枸橼酸钾缓释片 

Potassium Citrat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Urocit-K 

10 MEQ（1.08g）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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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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枸橼酸钾缓释片 

Potassium Citrat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Urocit-K 

15 MEQ（1.62g） Mission Pharma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10  
硫代硫酸钠注射

液 

Sodium Thiosulfate 

Injection 
12.5g/50ml（250mg/ml） 

Hope 

Pharmaceutica

ls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11  
盐酸利多卡因肾

上腺素注射液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and 

Epinephrine Bitartrate 

Injection/Lignospan 

Standard 

1.7ml：2%盐酸利多卡因

和肾上腺素（酒石酸氢

盐）1:100,000 

Deproco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12  

碳酸氢钠/葡萄糖

2mmol/l 钾电解质

血滤置换液 

Duosol with 2 mmol/l 

Potassium solution for 

haemofiltration 

5000ml（大袋 4555ml，小

袋 555ml） 

B. Braun 

Avitum AG 
 欧盟上市 

52-13  伏硫西汀滴剂 
Vortioxetine Oral 

Drops/Brintellix 
20 mg/ml（以伏硫西汀计） H.Lund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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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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氨曲南吸入溶液 

Aztreonam For 

Inhalation 

Solution/Cayston 

75mg 

Gilead 

Sciences 

Ireland U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15  
盐酸替扎尼定缓

释胶囊 

Tizanid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s/ Sirdalud MR 

6mg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16  托伐普坦口崩片 

Tolvapta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Samsca ®OD 

7.5mg 
大塚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17  托伐普坦口崩片 

Tolvapta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Samsca ®OD 

15mg 
大塚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18  托伐普坦口崩片 

Tolvaptan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Samsca ®OD 

3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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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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  
复方聚乙二醇电

解质散（儿童型） 

Poly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s Powder

（LD） 

6.9 g/包 

EA 制药株式会

社 

（EA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0  氟比洛芬贴剂 Flurbiprofen Patches 

每贴含氟比洛芬 20mg（面

积 7cm×10cm，含膏量

0.84g/70cm2） 

大正制药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1  氟比洛芬贴剂 Flurbiprofen Patches 

每贴含氟比洛芬 40mg（面

积 10cm×14cm，含膏量

1.68g/140cm2） 

大正制药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2  氟比洛芬贴剂 Flurbiprofen Patches 

每贴含氟比洛芬 60mg（面

积 15cm×14cm，含膏量

2.52g/210cm2） 

大正制药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3  注射用磷霉素钠 
Fosfomycin Sodium For 

Injection/Fosmicin 
1g 

Meiji Seika フ

ァルマ株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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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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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注射用磷霉素钠 
Fosfomycin Sodium For 

Injection/Fosmicin 
2g 

Meiji Seika フ

ァル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5  索法酮细粒 
Sofalcone Fine 

Granules /Solon 
20%（0.5g/袋） 

大正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6  
富马酸酮替芬滴

眼液 

Ketotifen Fumarate 

Ophthalmic 

Solution/Zaditen 

0.05% 

ノバルティス 

ファーマ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27  
甲苯磺酸拉帕替

尼片 

Lapatinib Ditosylate 

Tablets/Tyverb 
2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52-28  美沙拉秦栓 

Mesalazine 

Suppositories/Salofal

k（莎尔福） 

0.25g 
Dr. Falk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52-29  美沙拉秦栓 

Mesalazine 

Suppositories/Salofal

k（莎尔福） 

1g 
Dr. Falk 

Pharma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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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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0  美沙拉秦灌肠液 

Mesalazine 

Enemas/Salofalk（莎尔

福） 

60g:4g 
Dr. Falk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52-31  美沙拉秦肠溶片 

Me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 

/Salofalk（莎尔福） 

1g 
Dr. Falk 

Pharma GmbH 
国内上市的原研药品 原研进口 

52-32  
盐酸伊伐布雷定

片 

Ivabr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Corlanor 

5mg 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3  
盐酸伊伐布雷定

片 

Ivabr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Corlanor 

7.5mg 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4  
依诺肝素钠注射

液 

Enoxaparin Sodium 

Injection/ Lovenox 
30mg/0.3mL (100mg/mL)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5  
依诺肝素钠注射

液 

Enoxaparin Sodium 

Injection/ Lovenox 
40mg/0.4mL (100mg/mL) 

Sanofi Av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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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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  
依诺肝素钠注射

液 

Enoxaparin Sodium 

Injection/ Lovenox 
60mg/0.6mL (100mg/mL)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7  
依诺肝素钠注射

液 

Enoxaparin Sodium 

Injection/ Lovenox 
80mg/0.8mL (100mg/mL)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8  
依诺肝素钠注射

液 

Enoxaparin Sodium 

Injection/ Lovenox 
100mg/1mL (100mg/mL)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39  厄贝沙坦片 
Irbesartan Tablets 

/Aprovel 
75mg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40  厄贝沙坦片 
Irbesartan Tablets 

/Aprovel 
150mg 

Sanofi Aventis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2-41  厄贝沙坦片 
Irbesartan Tablets 

/Aprovel 
300mg 

Sanofi Av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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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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甲磺酸伊马替尼

片 

Imatinib Mesylate 

Tablets/Glivec 
10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3  
欧米加-3-酸乙酯

软胶囊 

Omega-3-Acid Ethyl 

Esters Soft 

Capsules/Omacor 

1mg Contains at least 

900mg of the Ethyl 

Esters of Omega-3 

Fattay Acids 

BASF AS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4  左炔诺孕酮片 Levonorgestrel Tablets 0.75mg 
Gedeon Richter 

Plc.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5  溴吡斯的明片 
Pyridostigmine Bromide 

Tablets/Mestinon 
60mg 

Meda 

Pharmaceutica

ls Ltd / 

Mylan Products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6  曲安奈德注射液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Injectable 

Suspension 

10mg/ml（1ml）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7  地塞米松片 Dexamethasone Tablets 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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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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8  
阿替卡因肾上腺

素注射液 

Articaine 

Hydrochloride And 

Epinephrine 

Injection/Ultracain 

D-S 

2ml（40mg/ml 盐酸阿替卡

因+0.006mg/ml 盐酸肾上

腺素） 

Sanofi-Aventi

s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49  
阿替卡因肾上腺

素注射液 

Articaine 

Hydrochloride And 

Epinephrine 

Injection/Ultracain 

D-S forte 

2ml（40mg/ml 盐酸阿替卡

因+0.012mg/ml 盐酸肾上

腺素） 

Sanofi-Aventi

s Deutschland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2-50  头孢托仑匹酯片 
Cefditoren Pivoxil 

Tablets/Meiact 
0.1g 

Meiji Seika フ

ァルマ（Meiji 

Seika Pharma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51  
头孢托仑匹酯颗

粒 

Cefditoren Pivoxil 

Granules 

30mg（效价）/ 

0.3g 

Meiji Seika フ

ァルマ（Meiji 

Seika Pharm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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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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头孢托仑匹酯颗

粒 

Cefditoren Pivoxil 

Granules 

50mg（效价）/ 

0.5g 

Meiji Seika フ

ァルマ（Meiji 

Seika Pharma 

Co.,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53  
吗替麦考酚酯干

混悬剂 

Mycophenolate Mofetil 

for 

Suspension/Cellcept 

31.8% 
中外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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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ml 

フレゼニウス 

カービ ジャパ

ン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22-504 注射用头孢他啶 
Ceftazidime for 

Injection/Fortum 
2g 

GlaxoSmithKli

ne/ 

Glaxo Group 

Ltd./ 

GlaxoSmithKli

ne (Ireland) 

Limited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Glaxo Group 

Ltd./GlaxoSm

ithKline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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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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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5 头孢地尼胶囊 
Cefdinir 

Capsules/Cefzon 
100mg 

LTL ファーマ株

式会社

/Astellas 

Pharm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Astellas 

Pharma Inc. 

32-46 
注射用磷酸特地

唑胺 

Tedizolid Phosphate 

For Injection/Sivextro 
200mg 

Cubist 

Pharmaceutica

ls LLC/ 

Merck & 

CO.,INC/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未进口原研药品 

增加持证商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8-193 阿昔替尼片 
Axitinib Tablets 

/Inlyta 
1mg 

Pfizer 

Limited/ 

Pfizer Europe 

MA EEIG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商 Pfizer 

Europe MA 

EEIG 

8-194 阿昔替尼片 
Axitinib Tablets 

/Inlyta 
5mg 

Pfizer 

Limited/ 

Pfizer Europe 

MA EEIG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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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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甲磺酸溴隐亭片 
Bromocriptine Mesilate 

Tablets/Parlodel 
2.5mg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Bridging 

Pharma GmbH 

原研进口 

持证商变更，

增加变更后持

证商 Bridging 

Pharma GmbH 

27-288 
巴洛沙韦酯片/玛

巴洛沙韦片 

BaloxavirMarboxil 

Tablets/Xofluza 
10mg 

塩野義製薬株

式会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玛巴洛

沙韦片 

27-289 
巴洛沙韦酯片/玛

巴洛沙韦片 

BaloxavirMarboxil 

Tablets/Xofluza 
20mg 

塩野義製薬株

式会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玛巴洛

沙韦片 

29-135 
巴洛沙韦酯片/玛

巴洛沙韦片 

Baloxavir Marboxil 

Tablets/Xofluza 
20mg 

Genentech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玛巴洛

沙韦片 

29-136 
巴洛沙韦酯片/玛

巴洛沙韦片 

Baloxavir Marboxil 

Tablets/Xofluza 
40mg 

Genentech USA,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玛巴洛

沙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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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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10mg 

Celgene 

Corp/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23-49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20mg 

Celgene 

Corp/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23-50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10mg 

Celgene GmbH，

ZÜRich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23-51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30mg 

Celgene GmbH，

ZÜRich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27-412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 

/Otezla 
30mg 

Celgene 

Corp/Amgen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27-413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s/Otezla 
20mg 

Celgene Europ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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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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s/Otezla 
10mg 

Celgene Europ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32-52 
阿普司特片/阿普

米司特片 

Apremilast 

Tablets/Otezla 
30mg 

Celgene Europe 

B.V. 
未进口原研药品 

药品通用名称

更新为阿普米

司特片 

43-30 
盐酸阿莫罗芬搽

剂 

Amorolfine 

Hydrochloride Liniment 
5% 

Galderma 

International 
未进口原研药品 规格修订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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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0ceb9c111e31a5a8d168dc3e1da242d 发布日期:2022 年 03 月 14 日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自 2020年 12月正式发布以来，改良型新药临床研发的沟

通交流逐渐增多，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改良型新药有序研发，更好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指导原则工作组经过系

统梳理，就比较集中的共性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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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媛媛， 艾星 

   联系方式：songyy@cde.org.cn,  a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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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 月 14日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征求意见稿）》.pdf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pdf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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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ceb9c111e31a5a8d168dc3e1da242d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cbae62ef338fa710055fd1eff1a601df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a7374e256e6e47100ca55b75f9d3f30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7b3fb7d7606a22c57b624bd79e3806da


      

 

自 2020 年 12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

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以来，我们在沟通交流和各类咨询通道中收

到许多来自研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指导

原则中具体技术标准和审评原则的理解方面。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改良

型新药研发，更好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指导原则工作组经过系统梳

理，就比较集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整理形成问与答，希望有助于研发单

位加深对指导原则的理解，从立题之初就基于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进

行研发考虑，充分评估和设计改良思路。后续我们还将不断收集问题，

如有需要，将继续撰写问与答。 

 

 

 

 

历史记录 日期 

指导原则首次发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相关问题的问与答（第 1 版） 2022 年 2 月 28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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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提高有效性】、我公司研发的改良型新药通过优化已上

市药品处方工艺，采用相同给药途径，改变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特

征，预期能提高药物的有效性。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小样本随机对照试

验，选用替代终点确证其临床优势？  

答：认可通过优化处方工艺，提高药物有效性的立题。首先应探

索剂量-暴露-疗效关系，明确推荐剂量，然后开展与被改良药品的小

样本有效性对照试验，如果结果提示有临床优势，建议进一步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以确证其临床优势。疗效终点的选择可根据不同适应症的

治疗目标确定。例如：紫杉醇聚合物胶束联合铂类用于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的一线治疗 III 期研究中，选用被改良药品紫杉醇联合铂类为对

照药。 

问题二【开发新适应症】、我公司研发的改良型新药通过优化已

上市药品处方工艺，采用相同给药途径，改变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

特征，拟开发新适应症，是否还需要开展与被改良药品的对照研究？ 

答：被改良药品未获批该适应症，因此在新适应症研发中应选择

目标适应症的标准治疗作为对照确证其临床优势，而无需开展与被改

良药品的比对研究。例如：白蛋白紫杉醇联合吉西他滨开发被改良药

品紫杉醇未获批的晚期胰腺癌一线治疗适应症时，关键 III 期研究中，

选用目标适应症的标准治疗吉西他滨为对照药。 

问题三【改善安全性】、我公司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其中一个已

获批上市的手性分子，它的一个异构体虽然有效，但存在明确的安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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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去除该异构体，提高了安全性，这个改良方式算不算改良型

新药？需要开展哪些临床试验？ 

答：如果确认拟去除的异构体存在明确的安全性问题，认可这样

的改良方式，通常情况下需要开展药代动力学和患者随机对照研究，

证明拆分后的改良型新药可改善安全性，但不会降低疗效。例如：抗

过敏药物西替利嗪，右西替利嗪可与大脑中的受体结合，从而导致镇

静和嗜睡的不良反应，去除右西替利嗪，保留左西替利嗪发挥抗过敏

作用。 

问题四【改善安全性】、我公司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其中一个已

获批上市的手性分子，它的一个异构体虽然无效无害，但是去除后可

能会使药物的血药浓度更为平稳，如果去除它，这个改良方式算不算

改良型新药？是否需要开展临床试验？ 

答：改良型新药的价值在于优化已上市产品，使其具有与被改良

药品相比的明显临床优势。如果仅去除无效无害的异构体，增加了工

艺复杂程度，但未带来安全性或有效性方面的显著临床获益，不认为

这样的改良具有临床意义。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安全窗较窄的药

物，若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获得更加平稳的体内血药浓度可显著提高安

全性，这样的改良方式可被认可，但需要开展充分的临床研究来支持

其达到改良目的。 

问题五【改善安全性】、据报道一个已上市药品的不良反应发生

机制与活性成分的组织分布和药代动力学特征相关，我公司计划通过

优化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改善安全性，未改变给药途径，这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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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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改良型新药？是否就开展药代动力学比对试验同时在该研究中观

察安全性就可以？  

答：首先需明确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机制与制剂的组织分布和药

代动力学特征具有相关性；其次临床前的研究数据充分支持改良型新

药的组织分布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变化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关注药代动

力学改变是否影响靶组织浓度，从而产生对有效性的影响；后续方可

通过人体药代动力学比对试验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确证在不损失有

效性的前提下显著改善药物的安全性。 

问题六【提高依从性】、我公司针对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疾病的改

良型新药是通过优化处方工艺，在不改变活性成份和给药途径的前提

下，将已上市需每天给药的普通制剂改为给药间隔更长的缓释制剂，

从临床前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显示可支持“每 4 天给药一次”。请问这

样的改良方式是否认可？  

答：通过制剂处方的优化降低给药频次和延长给药间隔，提高患

者长期用药的依从性的改良型方式是合理的。通常情况下，普通制剂

改成缓释制剂，缓释制剂的给药频次或间隔应符合临床用药习惯，例

如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或每四周一次给药等。拟用的临床给药方式

为 “每 4 天给药一次”，不符合常规临床用药习惯，可能导致患者漏

用药或给药频次混乱进而影响药物疗效和安全性，因此，建议企业进

一步优化处方工艺，开发具有符合临床用药习惯药代动力学特征的改

良型新药。 

问题七【提高依从性】、我公司计划优化一个已上市药品的给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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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例如将静脉改为皮下制剂，从而提高患者依从性，不改变适应

症，这样改良的方式是否属于改良型新药？比对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

是药物暴露，有效性作为次要终点，是否可行？  

答：认可静脉制剂改皮下制剂的改良方式。通常情况下，应开展

以有效性为主要研究终点的随机对照研究，确证改良型新药在改变给

药途径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后，不对有效性带来显著影响。如前期已有

充分数据建立明确的药物暴露-疗效关系，也可根据药物特点选择合

适的药代动力学指标作为主要终点。 

问题八【提高依从性】、我公司计划在已有口服固体制剂基础上，

为特殊人群（如低龄幼儿）开发更适合吞咽的口服溶液剂，请问改良

立题是否具有合理性？ 

答：为特殊人群开发适宜剂型的临床价值是明确的，属于改良型

新药提高依从性的情形。建议以当前我国临床实践中特殊人群用药未

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基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特殊人群的用

药特点（具体到年龄段）和拟开发药物的预期临床价值（特别是相比

于已有上市产品的额外获益），作为改良立题合理性的依据。临床研

究设计可参照《儿童用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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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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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目的 

自 2020年 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化学药品改

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以来，审评人员在沟通交

流和各类咨询通道中收到许多来自研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

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指导原则中具体技术标准和审

评原则的理解方面。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改良型新药有序研发，

更好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指导原则工作组经过系统梳理，

就比较集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整理形成问与答，希望有助于研

发单位加深对指导原则的理解，从立题之初就基于为患者带

来更多获益进行研发考虑，充分评估和设计改良思路。 

二、起草过程 

（一）起草前期调研论证情况 

自 2020年 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化学药品改

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以来，审评人员在沟通交

流和各类咨询通道中收到许多来自研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

问题。 

（二）指导原则制定或修订情况 

本问与答由化药临床一部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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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21年 11月启动起草工作，2022年 1月形成初稿共汇

总了 10个问题。 

2022年 2月经中心内部征求意见，之后根据反馈意见进

行修订，形成了 8个问题。 

2022年 2月 28日召开 2022年第 6次化药临床一部技术

委员会，会上对《<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问与答》进行了审议，会议审核通过并建议按程序对外公

开征求意见。 

（三）中心内部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期间向中心内部

征求意见。 

三、起草思路 

本问与答收集了目前在改良型新药临床研发过程中申

请人反复提及的高频问题，进行了汇总归纳，主要从提高有

效性、安全性和依从性三个方面进行逐一答复。 

四、主要内容 

本问与答共包含了 8个问题，涉及提高有效性、安全性

和依从性三个方面。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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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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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或答复 修订的内容（原文） 修订的建议 理由或依据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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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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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

批）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ywdtfl/16935.jhtml           时间: 202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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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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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 28个

药用辅料课题的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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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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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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p.org.cn/ydw/u/cms/www/202203/15114231ny72.pdf


附件： 

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的单位名单 

（2021 年第二批） 

 

提供支持的协会（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中药协会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国际药用辅料协会（中国） 

 

课题名称 样品收集单位 主动提供样品或有关资料的企业 

磷酸氢钙二

水合物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辅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施维雅

（天津）制药有限公司、广州天润药业有限

公司、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氢氧化镁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艾普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日本神岛化

学公司、深圳丽珠医药集团、深圳市优普惠

药品股份有限公司 

无水磷酸氢

钙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辅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天润

药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市菱湖新望化学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宏阳

制药有限公司、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氯化钠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江苏省勤奋药业

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二氧化钛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宁波一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宏远药业

有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九典宏阳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尔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邑药用辅料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沪申钛白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默克化

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Koel Colours 

Private Limited、北京播实之星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甘油三乙酯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默克化工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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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苯甲酯

钠、羟苯丙

酯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浙江圣效化学品有限公司、江西阿尔法高科

药业有限公司、四川科瑞德制药有限公司、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山梨酸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博利恒药

业有限公司、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 

腺嘌呤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阿司帕坦 山西省检验检测中

心药品检验技术研

究所 

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尔康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九典宏阳制药有限公

司、常州法玛泰克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氢化棉籽油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JRS 

Pharma 公司 

辛基酚聚氧

乙烯醚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菜籽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河北安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角鲨烯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南京威尔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用

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氢化植物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德国瑞登梅

尔（上海）纤维贸易有限公司、湖北葛店人

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油酸钠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南京威尔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

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

司、优诺康（北京）医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山梨酸钾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

究院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尔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邑药用辅料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四川博利恒药业有限公司、默克

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羟丙基倍他

环糊精（供

注射用） 

沈阳药科大学 山东滨州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罗盖特

（中国）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氧化铁系列

（黑、黄、

红、棕、紫

氧化铁）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

究院 

上海一品颜料有限公司、宁波一品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蔗糖棕榈酸

酯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浙江合糖科技有限公司、三菱化学中国有限

公司 

壳聚糖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杭州乐信康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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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化棕榈油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杭州乐信康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流变学检测

方法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脂肪和脂肪

油药用辅料

中甘油三酯

组成/含量测

定法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中链甘

油三酯、结构甘油三酯、鱼油、橄榄油、大

豆油，提供分析方法和相关对照品；江西阿

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单硬脂酸甘油酯、

氢化蓖麻油、单双硬脂酸甘油酯、山嵛酸甘

油酯、氢化大豆油、蓖麻油、甘油三乙酯；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蓖麻

油（供注射用）、中链甘油三酸酯、氢化蓖

麻油、油酸（供注射用） 

己二酸二异

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诺凯琳医药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生育酚 中国药科大学 天津信诚康达药业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抗坏血酸棕

榈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天津信诚康达药业有限公司、默克化工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叔丁醇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杭州乐信康

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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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的公示（第三次）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fl/16938.jhtml                   时间: 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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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03月 21日 

 

 

 

 

 

 

 

附件：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第三次公示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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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公示稿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 

Hunhe Zhifangsuan Ganyouzhi（Yingzhi） 

Hard Fat 

 

本品为 C8~C18饱和脂肪酸的甘油一酯、二酯与三酯的混合物，不含任何添加剂。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蜡状固体；具有油脂臭。 

本品在二氯甲烷或乙醚中易溶，在石油醚（60℃~90℃）中溶解，在水或乙醇中几乎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二法）为 30~45℃，且应为标示值的±2℃。 

酸值 本品的酸值（通则 0713）应不大于 0.5。 

羟值 取本品 2g，精密称定，置 150ml 回流瓶中，精密加入酰化剂（取醋酐 25.0ml，加无

水吡啶稀释至 100ml，临用新制）5.0ml，水浴加热回流 1 小时后，放冷，加入水 5ml，如果溶

液浑浊，加入适量吡啶使溶液澄清，继续水浴加热回流 10 分钟，用中性乙醇（用 0.5mol/L 氢

氧化钾乙醇溶液中和至对酚酞指示液显中性）5ml 冲洗冷凝器和回流瓶的内壁，加酚酞指示液

0.2ml，趁热用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0.5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同时做空白试验。照

下式计算，本品的羟值应不大于 50，应为标示值的±5；如标示值小于 5，测定值不得过 5。 

 

式中  A 为供试品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0.5mol/L）的体积，ml； 

B 为空白试验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0.5mol/L）的体积，ml； 

N 为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的浓度，mol/L； 

W 为供试品的重量，g； 

D 为供试品的酸值。 

碘值  本品的碘值（通则 0713）应不大于 2.0。 

过氧化值  本品的过氧化值（通则 0713）应不大于 3.0。 

皂化值  本品的皂化值（通则 0713）为 215~260，且应为标示值的 95%~105%。 

【鉴别】 取本品约 1.0g，加二氯甲烷 10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

则 0502）试验，吸取供试品溶液 2μl，点于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醚-二氯甲烷（10:90）为展

开剂，展开，展开距离应大于 12cm，晾干，置碘蒸汽中显色后，立即检视，应显示甘油三酯斑

点（RF 值约为 0.7，Rst 1），可能显示 1,3-甘油二酯（Rst 0.6）、1,2-甘油二酯（Rst 0.4）和甘油

一酯（Rst 0.07）。如果样品羟值较低，甘油一酯或甘油二酯的斑点可以很浅或缺失。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约 5.0g，除“水浴加热回流 1 小时，趁热转移至带有聚四氟

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外，依法测定（通则 0713），不皂化物不得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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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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杂质  取本品 2.0g，50℃使熔化，趁热加入混合溶液（取新蒸馏的丙酮 10ml、水 0.3ml

和 0.04%溴酚蓝乙醇溶液 1 滴，用 0.01mol/L 盐酸溶液或 0.01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中性），

用盐酸滴定液（0.01mol/L）滴定至上层液显黄色，消耗盐酸滴定液（0.01mol/L）的体积不得过

0.15ml。 

灰分  取本品 2.0g，依法检查（通则 2302），遗留残渣不得过 0.05%。 

重金属  取本品 1g，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20ml，置水浴上加热溶化，然后置冰浴中冷却，

滤过，滤液移至 50ml 纳氏比色管中，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 与水适量使成 25ml，依法

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类别】 药用辅料，栓剂基质和释放阻滞剂等。 

【贮藏】 密封，在低于标示熔点 5℃及以下温度保存。 

【标示】 应标明本品熔点、羟值和皂化值的标示值。  

注：本品触摸时有滑腻感。 

 

 

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联系电话：021-38839900-26104 

复核单位：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积极参与单位：嘉法狮（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湖南如虹制药有

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混合脂肪酸甘油酯（硬脂）药用辅料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本品标准收载于欧洲药典 10.0 版（EP）、美国药典现行版（USP）和中国药典 2020（ChP）

年版中。此次根据药用辅料的特点，参考 EP 和 USP，对 ChP 标准进行修订。 

一、修订定义 

本品为饱和脂肪酸的甘油一酯、二酯与三酯的混合物，ChP 限定为 C8～C18饱和脂肪酸的

甘油酯混合物，而 EP 和 USP 均未限定脂肪酸碳链范围，从而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硬脂基质种类，

满足制剂生产的需求，故参考 EP 对定义进行修订。第二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 EP 收载了硬

脂和含添加剂硬脂两个品种，建议参考 EP 在定义中增加“不含任何添加剂”的描述，本次标

准草案修订工作收集到的样品均为不含添加剂的硬脂，故对定义进行修订，与含添加剂硬脂品

种区分。 

二、修订性状项 

1、按照《国家药用辅料标准编写细则》的要求，删除“具有油脂臭”。 

因“鉴别”项下的溶剂三氯甲烷参照 EP 修订为二氯甲烷，溶解度中的三氯甲烷溶剂相应

修订为二氯甲烷。 

2、修订熔点 

现版 ChP 中限度规定为“34 型 33～35℃；36 型 35～37℃；38 型 37～39℃；40 型 3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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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未能覆盖所有产品型号，同时考虑到限度规定中部分样品分型不明确，参照 EP 修订

熔点的限度为“为 30~45℃，且应为标示值的±2℃”。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建议限度收

紧为标示值的±1℃。结合实际样品测定结果，并考虑与国外药典协调一致，第二次公示稿仍维

持限度不变，为标示值的±2℃。 

3、修订酸值 

为更严格地控制本品质量，同时结合征集到的各企业样品的测定结果，参照 EP，限度收紧

为“应不大于 0.5”。 

4、修订羟值 

ChP 通则 0713 中羟值测定法在测定本品时存在以下问题：（1）常温下硬脂在酰化剂中不

溶解；（2）水浴后放冷，反应后的溶液会凝固，无法进行后续操作；（3）空白溶液与样品溶液

终点不一致。EP 和 USP 中羟值测定法基本一致，不存在上述问题，且方法重复性优于 ChP 羟

值测定法，拟订标准参考 EP 修订，并列出计算公式。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公示稿

中的计算公式在标准执行时易引起歧义，故第二次公示稿对计算公式进行修订，将乙醇制氢氧

化钾滴定液的浓度带入计算公式。 

5、修订过氧化值 

为更严格地控制本品质量，同时结合征集到的各企业样品的测定结果，参照 EP，限度收紧

为“不大于 3.0”。 

6、修订皂化值 

仅对文字表述进行修订。 

三、修订鉴别 

羟值较低的硬脂产品薄层显色的斑点可能少于四个，故参考 EP 修订限度规定。同时考虑

到三氯甲烷毒性大，参照 EP 将标准中的三氯甲烷修订为二氯甲烷。第二次标准公示后，有企

业反馈“应显四个完全分离的斑点”的文字描述易引起歧义，故第三次公示稿参照 EP 对文字

进行修订。 

四、增、修订检查项 

1、增订不皂化物 

参照 USP 增订该项目。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按通则 0713 中不皂化物测定法操

作，水浴回流后，放冷至 25℃以下，部分样品溶液会发生凝固，无法进行后续转移操作，故第

二次公示稿对文字表述进行了修订，明确了“趁热转移”。 

2、修订碱性杂质 

参考 ChP 通则 0713 中碱性杂质测定法修订。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本项目实际

操作时与通则 0713 试验操作描述的取样量有差异，直接引用通则 0713 易引起歧义，故第二次

公示稿明确了具体操作方法，不再引用通则 0713。 

3、修订灰分 

明确取样量。第二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建议放宽限度或与国外药典协调一致，EP 对

应项目为硫酸灰分（限度为 0.2%），USP 对应项目为炽灼残渣（0.05%），考虑到本项目非本次

修订项目，自 2010 年版药典后一直有收载，在本品种监护期间未有企业反馈限度问题，故第三

次公示稿仍维持 ChP2020 标准不变。 

4、修订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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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企业反映部分硬脂样品试验时，丙管中显出的颜色浅于甲管，根据试验比较，参考 ChP 通

则 0821，将标准中“加稀醋酸 2ml”修订为“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 

5、镍 

参照 EP 制订。考虑到企业反映硬脂生产过程中并未使用到镍，且镍检测仪器成本高，第

一次公式稿中镍项目列于标准最后，并提示“说明：请企业提供本品连续批次的镍的检测数据，

以便确定该项是否列入标准中”。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多家企业反馈镍检测结果较低，且仪

器昂贵，操作复杂，故第二次公示稿删除镍。 

五、增订标示 

参考 USP 增订标示，考虑到脂肪酸组成与硬脂的型号和产品功能相关，增加脂肪酸组成范

围的标示。第一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反馈生产配方、起始物料和脂肪酸测定方法会存在差异，

故将标示②中的“标示值与范围”修订为“标示范围与测定方法”。第二次标准公示后，有企

业通过数据反馈脂肪酸组成与硬脂产品功能无直接的相关性。考虑到 EP 和 USP 均未要求标示

脂肪酸组分，故第三次公示稿删除标示②。 

六、贮藏 

参照 USP 修订。现版 ChP 中规定为“密闭，在阴凉处保存”，EP 和 USP 均没有要求在阴

凉处保存，均只要求在低于标示熔点 5℃及以下温度保存。第二次标准公示后，有企业建议参

考国外药典修订，故第三次公示稿参照 USP 修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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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批）》（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原文：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30844347b9dec1c9930706774cbf30f6 发布日期:2022 年 0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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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批参比制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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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25日～2022年 4月 8日（10 个工作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2年 3 月 25日 

 

 

《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七批）》（征求意见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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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44347b9dec1c9930706774cbf30f6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ce236f92a3a4e24b104a923a626601e
https://www.cde.org.cn/main/att/download/5ac480e0d48a3d6c4c0380971116a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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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化学仿制药尚未发布参比制剂目录（第五十七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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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平衡盐溶液（供

灌注用） 

Balanced Salt Solution 

Irrigating/BSS 

500ml（氯化钙

0.48MG/ML; 氯化镁

0.3MG/ML;氯化钾 

0.75MG/ML;醋酸钠 

3.9MG/ML; 氯化钠

6.4MG/ML; 柠檬酸

钠 1.7MG/ML） 

Alcon 

Laboratories, Inc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7-2  
甲磺酸达拉非尼

胶囊 

Dabrafenib mesylate 

Capsules/Tafinlar（泰

菲乐） 

50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7-3  
甲磺酸达拉非尼

胶囊 

Dabrafenib mesylate 

Capsules/Tafinlar（泰

菲乐） 

75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7-4  曲美替尼片 

Trametinib 

Tablets/Mekinist（迈吉

宁） 

0.5mg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7-5  曲美替尼片 

Trametinib 

Tablets/Mekinist（迈吉

宁） 

2mg 
Novartis Euro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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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盐酸维拉帕米缓

释片 

Verapamil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Isoptin SR 

240mg 

ABBOTT 

LABORATORIES 

(SINGAPORE) 

PRICATE LIMITED 

国内上市的原研

药品 
原研进口 

57-7  
利格列汀二甲双

胍缓释片 

Lin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Jentadueto XR 

2.5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8  
利格列汀二甲双

胍缓释片 

Lin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Jentadueto XR 

5mg/10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9  
钠钾镁钙注射用

浓溶液 

Multiple Electrolyte 

Additive For 

Injection/TPN 

Electrolytes 

20ml（每毫升含氯化

钙 16.5mg；氯化镁

25.4mg；氯化钾

74.6mg；醋酸钠

121mg；氯化钠

16.1mg） 

Hospira.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0  
盐酸氯胺酮注射

液 

Keta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KETALAR 

500 mg/10ml (50 

mg/mL) 

PAR STERI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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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1  
6-[18F]氟-L-多

巴注射液 

6-[18F]Fluoro-L-DOPA 

Injection/Fluorodopa 

F18 

0.42-8.33mCi/mL 

Feinstein 

Institute Medical 

Research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2  
锝[99mTc]硫化

胶体注射液 

Technetium[99mTc]Sulfur 

Colloid Injection 
N/A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3  注射用硫化胶体 

Ki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chnetuium 99mTc 

Sulfur Colloid 

injection /AN-SULFUR 

COLLOID 

N/A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4  
氯化锶[89Sr]注

射液 

Strontium  [89Sr]  

Chloride  Injection 

/METASTRON（美他特龙） 

1mCi/ml Q BIOMED INC 未进口原研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5  丙氯拉嗪栓 
Prochlorperazine 

Suppository 
25mg 

Cosette 

Pharmaceuticals 

In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6  叶酸注射液 Folic acid injection 5mg/ml（10ml） 
FRESENIUS KABI.USA 

LLC 

国际公认的同种

药品 
美国橙皮书 

57-17  
利多卡因丙胺卡

因牙周凝胶 

Lidocaine and 

Prilocaine Periodontal 

Gel/Oraqix 

1.7g 
Dentsply De T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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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8  
盐酸维拉帕米注

射液 

 Verapamil 

Hydrochloride 

Injection/Isoptin 

2ml：5mg 
MYLAN HEALTHCARE 

GMBH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7-19  克拉屈滨注射液 
Cladribine 

Injection/Leustat 
10ml∶10mg Janssen-Cilag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欧盟上市 

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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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  
聚苯乙烯磺酸钙

散 

Calc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Powder/Calcium 

Resonium 

300g Sanofi   欧盟上市 

57-22  卡麦角林片 
Cabergoline Tablets/  

CABASER 
0.25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3  卡麦角林片 
Cabergoline Tablets/  

CABASER 
1.0mg ファイザー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4  塞来昔布片 
Celecoxib 

Tablets/Celecox 
1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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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5  塞来昔布片 
Celecoxib 

Tablets/Celecox 
200mg 

アステラス製薬株式

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6  
门冬氨酸钾注射

液 

Potassium Aspartate 

Injection/ Aspara 

10mL:无水 L-门冬氨

酸钾 1.712g（K

＋:10mEq） 

ニ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7  
门冬氨酸钾镁注

射液 

Potassium Aspartate 

And Magnesium 

Aspartate Injection 

/Aspara® Injection 

10ml:无水 L-门冬氨

酸钾 0.5g，无水 L-

门冬氨酸镁 0.5g 

ニプロ ES ファーマ

株式会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8  

醋酸钠林格葡萄

糖注射液（ブド

ウ糖加酢酸リン

ゲル液） 

Sodium acetate 

Ringer’s Glucose 

Injection/ヴィーン D 

輸液（Veen-D Inj.） 

5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29  佐替平片 
Zotepine Tablet / 

Lodopin 
25mg 

LTL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30  佐替平片 
Zotepine Tablet / 

Lodopin 
50mg 

LTLファーマ株式会

社 
未进口原研药品 日本上市 

57-31  佐替平片 
Zotepine Tablet / 

Lodopin 
100mg 

L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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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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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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2  
丙酸氯倍他索头

皮敷剂 

Clobetasol Propionate 

Scalp 

Application/Dermovate 

0.05% 
Glaxo Wellcome UK 

Ltd 
未进口原研药品 英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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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确

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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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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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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  
盐酸决奈达隆

片 

Dronedar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400 mg（按

C31H44N2O5S计) 

Sanofi Aventis U.S., 

LLC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7-34  
氯吡格雷阿司

匹林片 

Clopidogrel Bisulfate 

and Aspirin Tablets 

每片含硫酸氢氯

吡格雷 75 mg（以

氯吡格雷计）与阿

司匹林 100 mg 

Sanofi K.K. 
国内上市的原

研药品 
原研进口 

57-35  
柳氮磺吡啶肠

溶片 

Sulfa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Azulfidine 

En-Tabs 

0.5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36  
吸入用布地奈

德混悬液 

Budesonide Suspension 

For Inhalation/ 

Pulmicort Respules 

2ml:0.25mg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37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 

Jynarque 
15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38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 

Jynarque 
30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39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 

Jynarque 
45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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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0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 

Jynarque 
60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1  托伐普坦片 
Tolvaptan Tablets/ 

Jynarque 
90mg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2  
乙磺酸尼达尼

布软胶囊 

Nintedanib Esilate 

Soft Capsules/Ofev 
10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3  
乙磺酸尼达尼

布软胶囊 

Nintedanib Esilate 

Soft Capsules/Ofev 
150mg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4  吡嗪酰胺片 PYRAZINAMIDE Tablets 500mg Novitium Pharma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5  
格列吡嗪控释

片 

Glipizide Controlled 

Tablets / Glipiz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Glucotrol XL 

2.5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6  
格列吡嗪控释

片 

Glipizide Controlled 

Tablets / Glipiz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Glucotrol XL 

5mg Pf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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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  
格列吡嗪控释

片 

Glipizide Controlled 

Tablets / Glipizid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 Glucotrol XL 

10mg Pfizer In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8  伊布替尼胶囊 
Ibrutinib Capsules/ 

Imbruvica 
7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49  伊布替尼胶囊 
Ibrutinib Capsules/ 

Imbruvica 
140mg Pharmacyclic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美国橙皮书 

57-50  替格瑞洛片 
Ticagrelor 

Tablets/Brilinta 
6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1  替格瑞洛片 
Ticagrelor 

Tablets/Brilinta 
90mg AstraZeneca AB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2  阿昔莫司胶囊 
Acipimox 

Capsules/Olbetam 
0.25g Pfizer Italia S.r.l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3  
盐酸尼卡地平

注射液 

Nicardip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Cardene  

5ml:5mg Astellas Pharma B.V.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4  
培哚普利氨氯

地平片（II） 

Perindopril arginine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COVERAM、COVERLAM、

Procoversyl、

Prestance、Preste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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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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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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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5  
培哚普利氨氯

地平片（I） 

Perindopril arginine 

and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s 

/COVERAM、COVERLAM、

Procoversyl、

Prestance、Presteram 

每片含精氨酸培

哚普利 10mg和苯

磺酸氨氯地平（以

氨氯地平计）10mg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6  青霉素 V钾片 
Phenoxymethylpenicil

lin Potassium Tablets 
250mg Sandoz GmbH 

国际公认的同

种药品 
欧盟上市 

57-57  
头孢呋辛酯干

混悬剂 

Cefuroxime Axetil For 

suspension /Zinnat 
250mg/5mL 

GlaxoSmithKline, 

S.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8  利托那韦片 
Ritonavir 

Tablets/Norvir 
100mg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Co. KG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59  
美洛昔康注射

液 

Meloxicam injection/ 

Mobic 
1.5ml:15mg 

Boehringer 

Ingelheim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欧盟上市 

57-60  
柳氮磺吡啶肠

溶片 

Sulfa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Azulfidine 

0.5g 

Pfizer Japan Inc./

あゆみ製薬株式会社

（步美制药公司）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7-61  
盐酸尼卡地平

注射液 

Nicardip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Perdipine 

2ml:2mg LTL Pharma Co.,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日本上市 

57-62  
枸橼酸芬太尼

口腔贴片 

Fentanyl Citrate 

Buccal Tablets /E-fen 
0.05mg CEPHAL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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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3  去氨加压素片 
Desmopressin Tablets/ 

Ddavp 
0.1m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国上市 

57-64  去氨加压素片 
Desmopressin Tablets/ 

Ddavp 
0.2mg 

Ferring 

Pharmaceuticals 

Ltd. 

未进口原研药

品 
英国上市 

4-25 
阿莫西林干混

悬剂 

Amoxicillin for 

Suspension/Clamoxyl 

125mg/5ml（按

C16H19N3O5S计） 

GlaxoSmithKline 

Pharmaceuticals 

s.a./GlaxoSmithKlin

e Pharmaceuticals 

s.a./n.v./Laboratoi

re GlaxoSmithKline 

欧盟上市 

增加持证商

GlaxoSmithKline 

Pharmaceuticals 

s.a./n.v./Laborat

oire 

GlaxoSmithKline，

不限定上市国和产

地 

5-23 
柳氮磺吡啶肠

溶片 

Sulfasalazine 

Enteric-coated 

Tablets/Azulfidine 

0.25g 

Pfizer Japan Inc./

あゆみ製薬株式会社

（步美制药公司） 

日本橙皮书 

增加持证商あゆみ

製薬株式会社（步美

制药公司） 

10-131 普伐他汀钠片 
Pravastatin Sodium 

Tablets/SANAPRAV  
20mg 

Daiichi Sankyo 

Italia S.p.A. 

/Daiichi Sankyo 

Portugal, Unip. 

LDA/Daiichi Sankyo  

Belgium S.A.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Daiichi Sankyo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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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6 丁苯那嗪片 
Tetrabenazine Tablets 

/Xenazine 
12.5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North America 

LLC/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变更后的持证

商 BAUSCH HEALTH 

US LLC 

29-67 丁苯那嗪片 
Tetrabenazine Tablets 

/Xenazine 
25mg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North America 

LLC/BAUSCH HEALTH US 

LLC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变更后的持证

商 BAUSCH HEALTH 

US LLC 

30-118 普瑞巴林胶囊 
Pregabalin 

Capsules/Lyrica 
100mg 

Pfizer/Pfizer 

Europe MA EEIG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Pfizer 

Europe MA EEIG  

32-21 
盐酸屈他维林

片   

Drotaver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NO-SPA 

40mg 
Sanofi-Aventis/Opel

la Healthcare 

未进口原研药

品 

增加持证商 Opella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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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放射性药物不同于普通化学药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放射性、时效性、按放射性活度给药等特点，参比制剂主要用于明

确其研发目标和基本要求，可根据其药物特性同时结合参比制剂的可获得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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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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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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5  
卵磷脂络

合碘片 

Iodized 

Lecithin 

Tablets/沃丽汀 

1.5mg 
Daiichi Yakuhin 

Sangyo Co.,Ltd. 
  

国内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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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未

通过。 

57-66  

盐酸维拉

帕米注射

液 

Verapamil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2ml:5mg Hospi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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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7  

盐酸二甲

双胍口服

溶液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Oral Solution 

500mg/5mL 

Saptalis 

Pharmaceuticals

,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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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  

苯扎氯铵

利多卡因

溶液 

Benzalkonium 

Chloride and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 

Band-Aid Brand 

Hurt-Free 

Antiseptic Pain 

Relieving 

苯扎氯铵：

1.3 mg/mL，

盐酸利多

卡因： 20 

mg/mL 

Johnson & 

Johnson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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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9  

右美沙芬

愈创甘油

醚口服溶

液 

Dextromethorpha

n hydrobromide 

and guaifenesin 

liquid/Robituss

in 

每 20ml含

氢溴酸右

美沙芬

20mg，愈创

木酚甘油

醚 200mg 

GlaxoSmithKline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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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  

索利那新

坦索罗辛

缓释片 

Solifenacin 

Succinate And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

se Tablets / 

Vesomni 

每片含琥

珀酸索利

那新 6mg与

盐酸坦索

罗辛 0.4mg 

Astellas Pharma 

Ltd 

未进口原研

药品 

欧盟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琥珀酸索利那新 6mg 与盐酸坦索罗

辛 0.4mg 组成的固定剂量的复方制

剂不符合我国临床医疗实践，审议未

通过。 

57-71  

醋酸钠林

格葡萄糖

注射液 

Sodium acetate 

Ringer’s 

Glucose 

Injection/ヴィ

ーン D 輸液

(Veen-D Inj.） 

200ml 
扶桑薬品工業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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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参比制剂规格低于参比制剂

说明书单次最小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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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2  

葡萄糖酸

奥拉昔定

消毒液 

Olanedine 

Antiseptic 

Solution1.5%/オ

ラネジン消毒液

1.5% 

1.5%(200m

L/3.0g) 

日本大塚制药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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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未通

过。 

57-73  

葡萄糖酸

奥拉昔定

消毒液 

Olanedine 

Antiseptic 

Solution1.5%/オ

ラネジン消毒液

1.5% 

1.5%(10mL

/0.15g、

25mL/0.37

5g) 

日本大塚制药株

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7-74  

葡萄糖酸

奥拉昔定

消毒液 

Olanedine 

Antiseptic 

Solution1.5%/オ

ラネジン消毒液

1.5% 

1.5% 

(200mL/3.

0g) 

日本大塚制药株

式会社 
  

日本上

市 
同上。 

57-75  

葡萄糖酸

奥拉昔定

消毒液 

Olanedine 

Antiseptic 

Solution1.5%/オ

ラネジン消毒液

1.5% 

1.5%(10mL

/0.15g、

25mL/0.37

5g) 

日本大塚制药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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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6  
贝前列素

钠片 

Beraprost 

Sodium Tablets 
20μg 

武田テバファー

マ株式会社（Teva 

Pharma Japa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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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未通过。 

57-77  
制霉菌素

口腔凝胶 

Nystatin oral 

gel 

/Candio-Hermal 

Mundgel 

250000 

IU/g 

Almirall Hermal 

GmbH 
  

德国上

市 

经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议，

拟申请参比制剂原研不明确，审议未

通过。 

57-78  
制霉菌素

口腔凝胶 

Nystatin oral 

gel/Nystaderm 

Mundgel  

100000 

IU/g 
Dermapharm AG   

德国上

市 
同上。 

57-79  
多维赖氨

酸糖浆 

Multiple 

Vitamins and 

Lysine Syrup/ 

Pharmaton Kiddi 

100ml Pharmaton SA   
瑞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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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未

通过。 

57-80  
多维赖氨

酸糖浆 

Multiple 

Vitamins and 

Lysine Syrup/ 

Pharmaton Kiddi 

200ml Pharmaton SA   
瑞士上

市 
同上。 

57-81  

氢溴酸加

兰他敏注

射液 

Galantha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Ни

валин 

1ml：2.5mg 

Sopharma 

Warszawa Sp. Z 

O.O. 

  
波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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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  

氢溴酸加

兰他敏注

射液 

Galantham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Ни

валин 

1ml：5mg 

Sopharma 

Warszawa Sp. Z 

O.O. 

  
波兰上

市 
同上。 

57-83  
乳酸亚铁

口服溶液 

Ferrous Lactate 

Oral 

Solution/Cromat

onbic Ferro 

12mL：

157.1mg 

A. MENARINI 

LATIN AMERICA, 

S.L.U.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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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4  

硝酸舍他

康唑阴道

片 

Sertaconazole 

Nitrate Vaginal 

Tablet/Ginederm

ofix 

500mg 

Ferrer 

Internacional, 

S.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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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5  

硝酸舍他

康唑阴道

乳膏 

Sertaconazole 

Nitrate Vaginal 

Cream/Ginedermo

fix 

2%，40g 

Ferrer 

Internacional, 

S.A.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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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6  
盐酸罂粟

碱注射液 

Papaverine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65 mg / 2 

mL 

Sandoz Canada 

Incorporated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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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7  

右美沙芬

愈创甘油

醚糖浆 

Dextromethorpha

n Hydrobromide 

and Guaifenesin 

Syrup/Robitussi

n Cough Control 

15MG/5ML+

100MG/5ML 
GLAXOSMITH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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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8  
注射用头

孢拉定 

Cefradine for 

Injection/VELOS

EF 

500mg 
SmithKleineBeec

hamEgyptLLC. 
  

埃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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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9  
注射用头

孢拉定 

Cefradine for 

Injection/VELOS

EF 

1g 
SmithKleineBeec

hamEgyptLLC. 
  

埃及上

市 
同上。 

57-90  
双氯芬酸

钠缓释片 

 Diclofenac 

Sodium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s 

7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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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已于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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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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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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1  

盐酸二甲

双胍缓释

片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

e 

Tablets/Fortame

t 

0.5g Andrx Labs LLC 
未进口原研

药品 

美国橙

皮书 

本品已于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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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2  
克拉霉素

片 

Clarithromycin 

Tablets 
250mg 

Aurobindo Pharma 

Ltd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本品已于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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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3  
克拉霉素

片 

Clarithromycin 

Tablets 
500mg 

Aurobindo Pharma 

Ltd 

国际公认的

同种药品 

美国橙

皮书 
同上。 

57-94  

全电解质

平衡注射

液 

Jonosteril 

infusion 

solution  

25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

市 

本品已于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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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  

全电解质

平衡注射

液 

Jonosteril 

infusion 

solution  

500ml 
Fresenius Kabi 

Deutschland GmbH 
  

德国上

市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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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典委员会 2022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公示 

 

原文：https://www.chp.org.cn/gjyjw/tz/16912.jhtml                  时间: 2022-03-25 

 

按照《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要求，我委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标准提高项目遴选工作。经公开征集立项建议、公开征集课题承担单

位、组织专业委员会及专家组对多家申报单位申报书进行审议等，确定了 2022 年国家药品标

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7 天。公示期间，如对计划项目有异议，请向

国家药典委员会反馈。 

 

各处室联系人及方式如下： 

 

中药处： 

赵宇新（010－67079523；zy@chp.org.cn） 

 

化学药品处： 

王志军（010－67079559；hybztg@chp.org.cn） 

 

生物制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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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则辅料包材处： 

朱  冉（010－67079581；chp4@chp.org.cn）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邮编：100061） 

 

 

 

 
 

附件：  1.2022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品种）.pdf 

 2.2022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通用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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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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1 中药 断血流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2 中药 枫香脂 桂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3 中药 连钱草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4 中药 山慈菇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 中药 半夏露颗粒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6 中药 半夏糖浆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7 中药 补中益气丸(浓缩丸)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8 中药 参苓白术散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9 中药 参芪糖浆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 中药 沉香化滞丸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1 中药 当归益血膏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2 中药 肚痛丸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13 中药 风热感冒颗粒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

14 中药 风痛灵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5 中药 肤痒颗粒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6 中药 复方首乌补液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17 中药 复方首乌地黄丸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18 中药 喉痛灵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
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9 中药 喉症丸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20 中药 加味西黄丸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21 中药 健脾补血颗粒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
验所

22 中药 接骨片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23 中药 宽胸利膈丸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
院

2022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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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24 中药 阑尾消炎片 青岛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25 中药 男宝胶囊 吉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26 中药 芪枣口服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27 中药 青石颗粒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28 中药 人丹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29 中药 乳核散结片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30 中药 润肠丸(浓缩丸/水蜜丸)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
验所

31 中药 麝香保心丸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32 中药 舒筋活络丸 青岛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33 中药 苏合香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34 中药 痛经宝颗粒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35 中药 胃益胶囊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36 中药 五加参归芪精
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37 中药 夏枯草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38 中药 消栓通颗粒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39 中药 心脉通胶囊 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40 中药 野菊花颗粒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41 中药 萸连片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大连市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服
务中心

42 中药 壮骨关节胶囊(丸)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43 中药 丁香罗勒油
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
究院

44 中药 远志流浸膏
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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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45 中药
银杏叶提取物、滴丸中双黄酮成分限
量检查方法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46 化学药 胞二磷胆碱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47 化学药 胞二磷胆碱注射液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48 化学药 吡拉西坦氯化钠注射液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无
49 化学药 丙戊酸钠缓释片（I） 杭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无

50 化学药 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混悬液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武汉药
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51 化学药 达那唑胶囊
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山西省
标准计量技术研究院）

无

52 化学药 达沙替尼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53 化学药 达沙替尼片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54 化学药 枸橼酸托法替布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5 化学药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56 化学药 甲磺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57 化学药 甲巯咪唑
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
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58 化学药 甲巯咪唑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
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59 化学药 硫酸庆大霉素滴眼液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无
60 化学药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无
61 化学药 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入用溶液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62 化学药 孟鲁司特钠口溶膜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63 化学药 尼莫地平注射液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64 化学药 乳酶生 广西食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65 化学药 肾上腺素注射液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66 化学药 头孢美唑钠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67 化学药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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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68 化学药 吸入用盐酸氨溴索溶液
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
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69 化学药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70 化学药 小儿电解质补给注射液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
究院

71 化学药 盐酸拉贝洛尔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72 化学药 盐酸拉贝洛尔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73 化学药 盐酸西那卡塞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74 化学药 盐酸西那卡塞片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

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

75 化学药 盐酸左沙丁胺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6 化学药 盐酸左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77 化学药 依非韦伦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78 化学药 依非韦伦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79 化学药 异丙托溴铵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80 化学药 罂粟乙碘油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81 化学药 罂粟乙碘油注射液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82 化学药 整蛋白型肠内营养剂(粉剂)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
究院

83 化学药 注射用丙戊酸钠 杭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84 化学药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85 化学药 枸橼酸坦度螺酮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86 化学药 枸橼酸坦度螺酮胶囊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87 药用辅料 阿司帕坦
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山西省
标准计量技术研究院）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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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88 药用辅料 部分辅料重金属检测方法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成都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89 药用辅料 菜籽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90 药用辅料 二氧化钛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91 药用辅料 甘油三乙酯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

92 药用辅料 己二酸二异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3 药用辅料 角鲨烯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药科大学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4 药用辅料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5 药用辅料 壳聚糖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6 药用辅料 磷酸氢钙二水合物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97 药用辅料 羟苯甲酯钠、羟苯丙酯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98 药用辅料 羟丙基倍他环糊精（供注射用）
沈阳药科大学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99 药用辅料 氢化棉籽油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
任公司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0 药用辅料 氢化植物油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1 药用辅料 氢化棕榈油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黑龙江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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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102 药用辅料 氢氧化镁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服

务中心

103 药用辅料 山梨酸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104 药用辅料 山梨酸钾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105 药用辅料 生育酚
中国药科大学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06 药用辅料 叔丁醇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07 药用辅料 无水磷酸氢钙
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08 药用辅料 腺嘌呤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09 药用辅料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药科大学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10 药用辅料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中国药科大学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111 药用辅料
氧化铁系列（黑、黄、红、棕、紫氧
化铁）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泰州市药品检验院

112 药用辅料 异丙醇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服

务中心

113 药用辅料 油酸钠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
公司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114 药用辅料 蔗糖棕榈酸酯
浙江合糖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115 药用辅料 棕榈油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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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课题拟立项目录（通用技术要求）
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1 中药
白术-农药残
留限量的风
险评估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
食品药品检验所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建立抑芽丹和矮壮素在白术中的残留分析方法。
2、查询、收集抑芽丹和矮壮素等农药的每日允许摄入量值（ADI），我国居民
膳食消费结构数据；
3、根据规范田间农药残留试验，得出MRL值。
4、根据我国农药登记和使用情况、农药ADI值及我国居民膳食消费结构，进行
风险评估，提出抑芽丹和矮壮素在白术上的残留限量MRL建议值。

2 中药

白芷中植物
生长调节剂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安徽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研究生长激素测定方法，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登记生长激素的限量

1.调研种植过程中植物生长调节剂、肥料的施加情况，综合研究情况，确定检
测指标。
2.分别在各产地进行样品收集。
3.对收集到的样品进行检测，全面评估白芷中植物生长调剂残留水平，初步制
定限量标准

3 中药

北沙参-农药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河北省药品医疗
器械检验研究院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继续种植试验田，进行分区域分浓度点的田间农药实验，收集选定农药品种
在北沙参种植过程中、土壤及北沙参各部位不同时期的残留量动态变化数据。
2.建立北沙参中常见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量的检测方法，通过方法验证，筛查
样品。
3.收集北沙参样品（不少于100批），综合调研结果及三年北沙参农药残留量方
法研究及样品测定数据，最终筛选完成应用于北沙参的农残测定指标及测定方
法。
4.使用已建立的多品种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筛查三年的北沙参样品，并进行风
险评估。

4 中药

党参中植物
生长调节剂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研究生长激素测定方法，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登记生长激素的限量

1.调研种植过程中植物生长调节剂、肥料的施加情况（用法用量），综合研究
情况，确定检测指标。
2.在前期建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检测方法的基础上，根据3年研究结果，确定列
入标准中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品种，并最终确定检测方法。
3.对收集到的样品（包含植比对试验样品）进行检测，全面评估，提出限量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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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5 中药
甘草农药残
留限量的风
险评估研究

北京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调研甘草种植过程中的主要使用农药类型及其农药的风险性。
2.对重点农药进行监测，收集甘草样品约50批。
3.根据甘草第二阶段建立的多种农药残留量测定方法，对收集的样品进行测
定，进行方法验证。
4.对使用频率高及检出率高的农药进行筛查及风险评估，形成质量标准草案及
制定合理限度。

6 中药

基于图像识
别的数字中
药材标准前
瞻性研究

成都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开展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
别+中药材识别数据库技
术，开发中药材性状辅助
判定工具的前瞻性、探索
性研究，可以从根本上改
变传统高度依赖从业人员
专业素质的现状，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由于专业水平
不足导致的药材性状判定
困难的问题。

1.助力《中国药典》数字化建设，强化标准数字基础支撑能力。以5个具代表性
中药材品种为试点，增加5个品种的中药材与饮片3D图像，与数字化《中国药典
》相结合，建立《中国药典》图文数据库，提升《中国药典》公共服务能力，
强化数据基础支撑建设。2.开展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开发药材性状识
别初判工具的探索性研究。以代表性中药材品种为试点，在已有中药材智能识
别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算法的基础上，优化识别数据与算法，提升算
力，提高药材识别精度，尝试使用多个手机操作系统在规定的识别距离在自然
光线下识别，提升中药性状判定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专业水平有限或经
验不足导致的药材性状判定难题。

7 中药

罗汉果-农药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①继续完善测定数据，必要时重新收集部分地方的样品进行测定，使具备足够
的地域代表性。
②对罗汉果的使用量进行调研；拟针对部分目标农药，对罗汉果水煎煮后农药
的溶出转移情况进行考察。
③对检出率较高、特别是中等毒性以上的农药，采用目前暴露评估中最常用的
点评估方法进行风险评估。得出最大残留限量值或风险管理建议。

8 中药

麦冬中植物
生长调节剂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四川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研究生长激素测定方法，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登记生长激素的限量

1.调研种植过程中植物生长调节剂、肥料的施加情况（用法用量），综合研究
情况，确定检测指标。
2.在前期建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检测方法的基础上，根据3年研究结果，确定列
入标准中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品种，并最终确定检测方法。
3.对收集到的样品进行检测，全面评估麦冬中植物生长调剂残留水平，初步制
定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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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9 中药

佩兰中肝毒
性吡咯里西
定生物碱的
限量检查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佩兰是常用中药材，并且
是卫生部规定的可用于保
健食品的药材，佩兰药材
中吡咯里西啶生物碱的含
量超过千里光的限度，有
必要制订限量检查标准，
增加相应的风险提示。

收集不同地域的佩兰药材15批以上。针对佩兰中含量较高的吡咯里西啶生物碱
成分，建立液质联用限量检查方法，并进行方法学考察。以佩兰中吡咯里西啶
生物碱总量计算药材的暴露限值，并得到合理的限量值。

10 中药

桑叶中苯醚
甲环唑、多
菌灵、啶虫
脒和哒螨灵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查询、收集苯醚甲环唑、多菌灵、啶虫脒和哒螨灵农药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值（ADI），我国居民膳食消费结构数据；
（2）建立苯醚甲环唑、多菌灵、啶虫脒和哒螨灵在桑叶中残留分析方法；
（3）进行苯醚甲环唑、多菌灵、啶虫脒和哒螨灵农药在桑叶的残留试验，进行
规范田间农药残留试验，根据最终残留试验数据获得残留中值（STMR）及最高
值(HR)；
（4）根据我国农药登记和使用情况、农药ADI值及我国居民膳食消费结构，进
行风险评估，提出苯醚甲环唑、多菌灵、啶虫脒和哒螨灵在桑叶上的残留限量
MRL建议值。

11 中药

铁皮石斛药
材和饮片中
农药残留限
量的风险评
估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 继续采集具代表性样品；
2. 系统筛查其农药残留情况；
3. 种植基地实验，跟踪1-2种登记或常用农药规范施用后的残留动态；
4. 对残留农药风险进行评估，为标准制定提供依据。

12 中药

延胡索农药
残留限量的
风险评估研
究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的登记农药限量，填补相
关限量标准的空白

1.收集道地产区、主产区、市场流通渠道来源的样品。
2.测定收集到的样品，获得样品农药残留本地值。对常见的煎煮或提取转移率
进行测定，并基于延胡索的摄入量，采用点评估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
3.计算最大限量理论值，考虑毒性并参考其他国家标准等数据，制定限量标准
。
4.确定农药残留测定方法，并完成方法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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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13 中药

植物生长素
对“桔梗”
质量及安全
性的影响及
生长激素残
留限量的风
险评估研究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内
蒙古自治区药品
检验研究院

研究生长激素测定方法，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
相关品种特点，制定相应
登记生长激素的限量

根据前两阶段的研究结果，根据复核单位的复核情况，继续完善植物生长调节
剂的检测方法研究，对检测方法继续进行优化；继续开展桔梗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田间试验工作，研究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桔梗施药后的动态消解规律与残留情
况；继续收集收集不少于50批桔梗的样本，完成其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检测，对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桔梗的品质的影响进行评价。

14 中药

中药材中多
环芳烃残留
限量的风险
评估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深圳
市药品检验研究
院

根据中药材品种特点，建
立中药材中多环芳烃残留
量气质、液相检测法

（1）考察中药材炮制加工前后多环芳烃残留量变化情况
（2）对重点中药材品种多环芳烃残留量进行风险评估
（3）针对中药基质特点建立提取净化方法，建立多环芳烃检测方法
（4）对中药材中多环芳烃残留量提出限量标准建议

15 中药

《中国药典
》中药材和
饮片性状显
微鉴别项梳
理研究Ⅱ

北京大学药学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黑龙江省药品检
验研究中心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长征医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

系统梳理药材标准中性状
、显微等内容，进行针对
性研究与完善，保证标准
的实用性与适用性。

制定“性状显微鉴别项梳理研究工作指导原则”，专委会委员根据所在单位实
际情况分工完成500余种药材相关研究，复核后上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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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16
化学
药

ICH Q3D 元
素杂质在中
国药典二部
的转化方案
设计与实施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推进ICH Q3D指导原则在
中国药典的转化实施。制
订转化实施工作方案和工
作程序，梳理化学原料药
重点评估品种，确定需重
点评估的品种清单，并面
向企业等有关单位开展必
要的培训。

制定品种转化实施工作程序及风险评估报告要求。分批评估中国药典二部品种
（化药）并修订相关品种标准，确定培训内容，以推进ICHQ3D指导原则在中国
药典二部的转化实施。

17
化学
药

0872合成多
肽中的醋酸
测定法的修
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修订《中国药典》四部
0872合成多肽中的醋酸测
定法。研究建立同时测定
合成多肽原料药或中间体
中醋酸及三氟醋酸残留量
的液相色谱方法。

拟修订合成多肽中醋酸的液相色谱方法，该方法可同时测定合成多肽原料药中
醋酸及三氟醋酸的量；并对多家企业的合成多肽产品中的醋酸和三氟醋酸含量
进行考察。

18
生物
制品

“生物制品
生产检定用
动物细胞基
质制备及质
量控制”修
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为适应我国昆虫细胞用于
生产用细胞基质的新形
势，并与国际要求一致，
开展该项标准提高研究。

在原通则基础上，增加昆虫细胞、转基因细胞等相关要求，并对原通则其他内
容进行修订完善。

19
生物
制品

分子排阻色
谱法
（SEC法）测
定单抗分子
大小变异体
的适用性验
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建立单抗分子大小变异体
测定法-分子排阻色谱法
即SEC法。

在一期课题基础上，完成SEC法的国家标准物质研究，并完成多实验室联合验证
。

20
生物
制品

基于毛细管
等电聚焦电
泳（CIEF）
测定单抗电
荷变异体分
析方法的建
立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建立基于毛细管等电聚焦
电泳测定单抗电荷变异体
分析方法，补充完善现行
药典中收录的通则方法，
提高我国单抗电荷变异体
检测方法及相应质量标准
。

建立适用于单抗电荷变异体测定的毛细管等电聚焦电泳法（CIEF），开展多实
验室联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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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
制品

牛碱性成纤
维细胞生长
因子类产品
生物活性测
定方法改进
研究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修订MTT比色法测定本原
液与制剂生物学活性方
法，解决该方法变异大、
重复性与精密度差的问
题，最终提高该方法对检
测结果的重复性与精密度
。

通过对染色液、维持培养液等的优化，修订比色法，并按照2020年版中国药典
通则9401生物制品生物活性/效价测定方法验证指导原则对修订后方法进行验证
。

22
生物
制品

人用抗体偶
联药物制品
总论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抗体偶联药物（ADC）具
有比单抗更复杂的结构和
更特殊的质量属性，质量
控制策略应基于对关键原
材料的质量评价、对终产
品关键质量属性的理解以
及对工艺认识的不断积
累，结合风险评估手段综
合制定。新增“人用抗体
偶联药物制品总论”加强
对ADC药物的质量控制。

建立抗体偶联药物生产用原材料、生产过程及产品的质量控制要求。

23
生物
制品

宿主细胞残
余DNA片段大
小分布检测
方法的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建立200bp以上宿主残余
DNA含量检测方法，提升
相关产品质控水平。

建立200bp以上宿主残余DNA含量检测方法，开展多实验室联合验证。

24
生物
制品

游离寡糖通
用分析方法
的适用性验
证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建立针对高甘露糖、高唾
液酸、多分支寡糖结构的
通用分析方法，提升治疗
类糖蛋白药物糖基化控制
水平。

在一期课题基础上，建立快速样品前处理的基本流程，并对游离寡糖通用分析
方法以及快速样品前处理方法开展多实验室联合验证。

25
生物
制品

紫外消解-气
膜扩散法测
定多糖蛋白
结合疫苗中
氰化物残留
量的适用性
验证

四川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建立多糖蛋白结合疫苗中
氰化物残留量检查法补充
方法。

在一期课题的基础上，完成紫外消解-气膜扩散法测定多糖蛋白结合疫苗中氰化
物残留量方法的建立，并完成多实验室联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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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理化
分析

0461 X射线
荧光光谱法
的修订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

修订《中国药典》四部
0461 X射线荧光光谱法。
完善X射线荧光光谱法的
仪器种类、检测原理、样
品制备方法、测定方法、
消除基质效应和干扰的方
法、仪器性能控制和验证
等相关要求。

    针对《中国药典》X射线荧光光谱法中与国外药典收载标准内容上的不足，
完善样品制备中针对固体样品和熔体的相关处理方法，补充方法学确认研究中
的线性、范围、准确度、专属性、精密度、定量限和耐用性考察，增加消除基
质效应和干扰的方法和仪器性能控制和验证内容，为《中国药典》0461 X射线
荧光光谱法的修订提供基础研究数据。研究建立药品、药用辅料、药包材中成
分含量测定的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和分析方法，为我国药物产品质量控制提供检
测分析技术支撑，为标准的应用提供基本的科学数据。

27
理化
分析

0521气相色
谱法—色谱
参数调整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修订《中国药典》四部
0521气相色谱法中色谱参
数调整项目，确定气相色
谱参数允许调整的范围，
指导气相色谱法的实际应
用。

    全面掌握各国药典中气相色谱法的内容，充分了解制定的背景及存在的局
限。调研生产企业对《中国药典》气相色谱法的认识、理解和需求。在此基础
上，开展以下研究，根据研究结果修订0521气相色谱法：
    1.明确可调整的色谱参数：毛细管柱柱长、液膜厚度及内径、载气流速、
色谱柱升温程序、进样口温度、检测器温度等。
    2.确定色谱参数可调整范围。

28
理化
分析

0861残留溶
剂测定法的
修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参考ICH Q3C残留溶剂指
导原则，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对《中国药典》
四部0861残留溶剂测定法
的限度计算方法、限度标
准和检测方法进行修订。

    全面梳理ICH Q3C指导原则的发展历程和修订变化情况、《中国药典》0861
残留溶剂测定法和ICH Q3C存在的差异，对残留溶剂的限度计算方式和限度标准
进行修订，并完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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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理化
分析

0931溶出度
与释放度测
定法扩散池
法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研究制定《中国药典》四
部0931溶出度与释放度测
定法扩散池法。结合目前
我国药品释放度检查的实
际情况，制订《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0931溶出度与
释放度测定法扩散池法的
仪器装置、测定法及结果
判定标准。 

    1、 文献及相关资料调研
    通过文献查阅和收集国外药典相关标准，结合对制药企业、研发机构、仪
器厂商等各相关部门的调研，了解扩散池法溶出度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成果
等信息；掌握扩散池法在国内药物研制和质量控制中的应用现状；比对国际主
流药典相关的仪器参数和技术要求以及目前市售扩散池法测定仪的规格参数。
    2、开展典型药品的扩散池法溶出度研究
    结合制剂释放的特点，按药品类型及剂型、用药作用部位等，确定包括半
固体制剂和透皮贴剂在内的有代表性的药品，开展扩散池法溶出度试验研究，
考察扩散池法的适用性并总结影响溶出行为的关键步骤和关键参数。 
    3、结合典型药品溶出度方法的研究，对溶出介质、扩散池体积、温度、上
样量、离体皮肤或人工膜类型、搅拌速率、取样时间、释放的限度要求等参数
对扩散池释放度方法测定结果的影响进行梳理，总结影响透皮溶出行为的关键
步骤和关键参数，对制订的扩散池释放度测定法指导性操作规程、通用技术要
求及结果的判定标准提供数据支持。
    4、在文献调研和对比性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中国药典》四部0931溶
出度与释放度测定法扩散池法的仪器装置、测定法及结果判定标准。 
    5、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综合考虑不同厂商的扩散池法溶出度仪的特
点，制订扩散池溶出度测定法指导性操作规程和通用技术要求。

第 8 页，共 18 页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30
理化
分析

8000试剂与
标准物质的
规范化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全面梳理《中国药典》四
部8001试药、8002试液、
8003试纸、8004缓冲液、
8005指示剂与指示液、
8006滴定液通则，完成对
上述通则收载品种的增修
订。

    1、全面梳理《中国药典》通则8000试剂与标准物质。
    形成全面的试剂部分的国内外标准对比。梳理8001试药与试剂其余各章节
（8002-8006）之间的联系，查漏补缺，规范统一。梳理通则收载试剂在药典各
论中使用情况。
    2、协调药典试剂标准与国家化学试剂标准。
    3、丰富通用技术要求。
    4、增加试药通则收载的品种。对药典收载的药品标准正文所涉及试剂的全
覆盖。
    5、对相关品种增加关键质量要求。
    6、采用多种形式，引入关键质量指标的测定方法。
    7、增加相应标识。
    8、将各论中相关的试药、试液、试纸、缓冲液、指示剂与指示液、滴定液
规范至通则中。

31
理化
分析

9101分析方
法验证指导
原则的修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修订《中国药典
》四部9101分析方法验证
指导原则。

    1.对文本的结构和框架进行修订，重新对验证参数分类归属。列出分析方
法类型和验证参数相对应的新表（修订原表1）
    2.参照ICH Q14，引入如分析方法生命周期等理念。
    3.增加相关术语及其定义，以利于加强对分析方法验证的理解。
    4.明确系统适用性试验和耐用性考察在方法验证中的地位和作用。
    5.增加分析方法验证实验和标准的选择建议。
    6.增加对“多变量方法的考虑”。
    7.对专属性验证内容进行完善，分别定义专属性和选择性，阐明两者之间
关系。
    8.扩大范围的定义，举例说明一些分析方法的建议可报告范围。
    9.对准确度验证内容进行完善。
    10.对精密度验证内容进行完善，提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概念。
    11.提出准确度和精密度的联合验证的概念。
    12.考虑增加包括中药分析方法验证等相关示例。
    13.增加对准确度和精密度验证结果的统计学评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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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化
分析

9103药物引
湿性试验指
导原则的修
订和动态蒸
气吸附法的
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修订《中国药典
》通则9103药物引湿性试
验指导原则。

    1.资料调研
    对国内外药典引湿性试验和动态蒸气吸附法的收载情况进行收集和查阅，
结合我国制药企业、科研单位等机构实际应用动态蒸气吸附仪的情况，制定动
态蒸气吸附法测定的通用技术要求。
    2.开展动态蒸气吸附法的扩展性应用研究
    选择代表性品种，研究粒径、晶型、比表面积等物理性能对水分吸附的影
响，分析引湿性与溶解性的相关性，扩展动态蒸气吸附法在药用辅料、制剂和
中药中的应用。
    3.制定通则方法草案
    在资料调研和扩展性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中国药典》动态蒸气吸附
法，制订等温吸附-解吸附测定的原理、仪器装置、测定法及数据处理方法；修
订9103药物引湿性试验指导原则，制定动态蒸气吸附法测定引湿性的通用技术
要求。

33
理化
分析

ICH Q4指导
原则8个理化
分析方法转
化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针对ICH Q4B指导原则中
的8个理化分析方法（炽
灼残渣检查法、注射剂装
量检查法、不溶性微粒检
查法、崩解时限检查法、
片剂脆碎度检查法、毛细
管电泳法、筛分法、堆密
度和振实密度测定法），
研究转化实施的路径，制
定《中国药典》相应方法
和标准。

    1.对炽灼残渣检查法、注射剂装量检查法、不溶性微粒检查法、崩解时限
检查法、片剂脆碎度检查法、毛细管电泳法、筛分法、堆密度和振实密度测定
法8个《中国药典》理化检测方法进行全面对比和研究工作，通过行业协会向中
国药企及跨国药企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调研行业信息和协调意见。
    2.评估炽灼残渣检查法、注射剂装量检查法、不溶性微粒检查法、崩解时
限检查法、片剂脆碎度检查法、毛细管电泳法、筛分法、堆密度和振实密度测
定法8个《中国药典》理化检测方法与ICH Q4B相关附录在适用范围、仪器装置
、测定方法、判定方法、统计学、体例表述等方面的差异，为中国实施ICH Q4B
提供基础数据。
    3.评估实施ICH Q4B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实施方案、时间点和路线
图，进行行业内调研。并撰写ICH Q4B 在《中国药典》协调转化的情况报告，
提交ICH Q4B 中国协调案中英文文本，对协调状态进行自我评估，说明协调、
修改、不能协调内容的原因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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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理化
分析

多变量统计
过程控制技
术指导原则
的建立

浙江大学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制药工
业应用特点，制定《中国
药典》四部多变量统计过
程控制技术指导原则。

    参照国内外相关法规、指导原则、技术规范等要求，结合多变量统计过程
控制在我国药品目前制药工业应用特点及相关质量控制要求，新增《中国药典
》多变量统计过程控制指导原则，并进一步优化补充相关质量管理技术要求，
促进多变量统计过程技术在我国制药行业的应用，从而更好地加强药品质量控
制，提升高质量药品的发展。

35
理化
分析

分析方法建
立指导原则
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研究制定分析方
法建立指导原则，以规范
方法建立时相关的知识和
信息，为药品行业的方法
研发者提供参考，为药典
标准的制定提供支撑。

    1.参照国外药典、最新研究进展，对《中国药典》中所需分析方法评估的
基本原理、实验设计、风险分析和统计工具等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1）方法建立前的准备和知识考量；（2）方法建立（不同方式比较研究）；
（3）分析方法目标配置文件(ATP)研究；（4）分析方法的质量风险管理，包括
分析工具和风险分析思路；（5）方法稳健性和操作设计空间（各方法参数的范
围）研究；（6）方法的重复策略和控制策略（系统适用性）研究；（7）方法
的变更管理内容研究；（8）方法建立信息提交的规范研究。
    2.以实例研究和模拟演示为基础进行统计解析，构建该指导原则的典型标
准实例，选择典型方法的统计学分析模式，提出分析和报告模板，以供参考和
应用。

36
理化
分析

分析数据的
解释与处理
指导原则的
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制定《中国药典
》四部分析数据的解释与
处理指导原则。

    参照国外药典相关内容，对《中国药典》中所需统计内容，以不同方法的
定量测定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实例演示，对实验室操作的前提要求和
原则、基本统计原理和不确定度、实验研究的各阶段（目标、实验设计、实施
和分析）内容进行考虑，此外还包括异常结果处理及异常值检验方法、分析方
法评价中样本量计算原则、操作性能（精密度、准确度）的验证（控制图）、
统计区间（特别引入容忍区间概念）的计算、分析方法的比较原则（精密度、
准确度比较）、控制图的趋势分析、模型评估、等效性统计方法和Bayesian推
断等统计方法和原理进行解释，形成统一规范、且与实际相符合的数据分析和
科学解释技术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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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理化
分析

分子排阻色
谱—多角度
激光散射法
测定药物分
子量及分布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研究建立《中国药典》四
部分子排阻色谱—多角度
激光散射法测定药物分子
量及分布。

    以大分子药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激光波长、检测器类型、检测角度、角
度范围、分子量测定范围、仪器校正、系统有效性等进行考察，测定其分子量
及分布。从而建立分子排阻色谱—多角度激光散射法准确测定多糖大分子，多
肽类药物等品种的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为企业的质量控制、研究提供参考，
为深入研究其分子结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8
理化
分析

过程分析技
术指导原则
的建立

浙江大学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过程分析技
术在我国制药工业应用特
点及相关质量控制要求，
制定《中国药典》四部过
程分析技术指导原则，促
进过程分析技术在我国制
药行业的应用。

    参照国内外相关药典法规、指导原则、技术规范等要求，结合过程分析技
术在我国药品目前制药工业应用特点及相关质量控制要求，新增《中国药典》
过程分析技术指导原则，并进一步完善修订近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等相关技术
要求，强化QbD理念，促进PAT技术在我国制药行业的应用，从而更好地加强药
品质量控制，提升高质量药品的发展。

39
理化
分析

化学成像技
术指导原则
的建立

浙江大学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各种化学成
像技术的特点和对仪器设
备的要求，作为技术储
备，制定《中国药典》四
部化学成像技术指导原则
。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国内外化学成像分析技术在药品生
产及质量控制中的应用和实际工作经验，针对当前国内药品生产和检验过程中
采用的检测方法及实际操作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整理出符合我国检测需求的
化学成像关键技术；充分掌握国内外现有化学成像设备的技术参数，在符合基
本检测需求的同时，关注仪器设备的技术突破并评估可推广应用的前景，制定
基于我国硬件技术的仪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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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理化
分析

基于散射现
象的分析方
法及应用指
导原则的建
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

研究制定《中国药典》四
部基于散射现象的分析方
法及应用指导原则。对在
药品质量研究、药品生产
质量控制和药品检验中利
用光散射原理进行粒度分
析的方法学开发确认与验
证给予指导。

    1.文献调研
    对现行国外药典收载的技术方法进行比对，比较各自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
范围；结合文献的相关试验过程及结果，总结其采用方法的关键点及注意事项
。
    2.方法验证
    选取《中国药典》收载的代表性的药物原料药（含不同的BCS分类），根据
《中国药典》对分析方法验证的相关要求，充分考虑影响实验结果的试验设备
参数的设定，包括药物测定方法选择、分散介质选择，光学模型选择，介质折
射率，样品折射率考察等，开展系统的方法学研究和验证工作。
    3.样品检测
    （1）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药典收载品种，以其不同固体物质状态样品，开展
相应的实验样品检测，积累实验数据。
    （2）结合固体药物研发的前沿热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药物共晶物质，开
展基于散射现象分析方法的药物共晶样品表征研究工作，总结药物共晶物光散
射性质随共晶配体不同的变化趋势，提供相关研究方法与实验数据。
    4.方法完善
    根据实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增加并细化试验设备参数的设定方法及设定范
围，并给出技术方法应用说明，形成《中国药典》“基于散射现象的分析方法
及应用指导原则”，为药品检验工作提供有效指导。

41
理化
分析

流变学检测
方法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制定《中国药典》四部流
变学检测方法，以规范相
关制剂的质量研究。

研究的流变学参数包括屈服应力值、模量、黏度、损耗因子等，制订相应参数
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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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化
分析

溶解度测定
法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制定《中国药典
》四部溶解度测定法。

    1.资料调研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了解溶解度测定的发展动态，掌握不同
溶解度测定方法在药物质量控制中的应用现状。
    2.开展溶解度测定研究
    根据溶解度的高低，选择典型药物，开展平衡溶解度测定研究，同时探索
表观溶解度、固有溶解度和平衡溶解度的区别及测定方法。
    3.开展溶解度测定影响因素的考察
    考察pH值、温度等实验参数和药物理化性质对溶解度的影响，确定溶解度
测定的影响因素。
    4.制定通则方法草案
    在资料调研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中国药典》四部通则溶解度测定
法，规范溶解度相关的名词术语和通用技术要求，建立溶解度测定的通用分析
方法。

43
理化
分析

用于数据分
析的化学计
量学指导原
则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结合我国实际应
用情况，研究制定《中国
药典》四部化学计量学指
导原则。

    1.针对我国制药行业的发展现状，全面比较我国与国外制药行业的差异，
全面考察化学计量学在我国现有制药工业水平下的应用需求和方向。
    2.总结药品生产、检验和监控等工作中所涉及的分析方法，以及与分析方
法相关的化学计量学技术及近期进展；搜集并整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规范及
指导原则。
    3.评估化学计量学在中国制药行业中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行行业
内调研，制定《中国药典》用于数据分析的化学计量学指导原则，内容包括化
学计量学介绍，分析数据的质量评估及数据处理方法，模型的建立、评估、验
证、监控、更新、传递和再认证，化学计量学方法及其在复杂信号解析及定性
定量分析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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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理化
分析

原子荧光谱
法的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选取典型药品品种，开展
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汞、
砷元素含量等的研究，研
究制定《中国药典》四部
原子荧光光谱法，包括原
子荧光光度计的一般要求
、测定方法和方法学验证
要求等。

    1.确定方法的适用范围。
    2.调研市场上不同品牌的原子荧光光度计参数及其特点，制定原子荧光光
度计的一般要求，包括激发光源、单色器、原子化器、检测系统等。
    3.制定测定方法要求：根据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汞、砷元素的技术原理及
特点，考察前处理条件、氢化反应条件、仪器参数、校正方法，建立合理的测
定方法。
    4.制定方法学验证要求：收集不同类型的药品，充分考察方法学特点，对
比不同品牌仪器的灵敏度、专属性、准确度、耐用性等因素，以及仪器之间的
重现性，制定可行的方法学验证要求。

45 制剂
基础输液质
量评估指导
原则

汇毓医药包装技
术研究院

为适应风险管理、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新形势，切实
提升基础输液的质量，为
过程控制等技术和理念的
引入提供依据，为输液质
量控制提供技术支撑，切
实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涵盖“基础输液”的研究、生产、使用三个方面。聚焦于、药品质量，为药典
指导原则提供技术支撑，拓展、规范药典中关于输液的要求。

46 制剂
药品储藏运
输温度条件
研究

中国医药设备工
程协会

针对药品在运输储藏过程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研
究,推动合理监管和进一
步保障药品的安全性。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情
况，提出基于客观可行的
监管措施或要求。

形成药品储运物流供应链发展水平的研究报告、形成药品储藏运输透明可追溯
供应链标准、形成国家药典药品储运温度条件建议报告、形成药品储运透明可
追溯供应链标准示范等。

第 15 页，共 18 页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47
生物
检定

微量鲎试剂
细菌内毒素
检测方法

中国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开展微量鲎试剂的内毒素
检测方法研究。对我国现
有的内毒素检查法进行改
良，在不改变检查原理的
情况下，大幅度减少鲎试
剂的使用量，同时达到保
障药品细菌内毒素检测和
节约鲎资源的目的。

研究分为微量凝胶法和微量光度测定法两个部分内容，提出对药典1143内毒素
检查法的修订意见。
微量凝胶法方法研究：1、方法学验证：对两个来源的鲎试剂进行检测限（灵敏
度）和耐用性研究；2、品种适用性研究：选择不少于100批次的样品，与现有
内毒素检查法进行检测结果的比对研究。
微量光度测定法研究：微量光度测定法研究国内常用的动态浊度法和动态显色
法。1、方法学验证：两种方法的方法验证均进行准确度、重现性、线性和范围
等方面的研究；2、品种适用性研究：选择不少于100批次的样品，与现有内毒
素检查法进行检测结果的比对研究。

48
生物
检定

细菌内毒素
检查法应用
指导原则修
订

中国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研究完善细菌内毒素检查
法应用指导原则。针对非
水溶性药品的内毒素检测
中的干扰，和低内毒素回
收现象可能导致制品出现
细菌内毒素漏检的情况，
进行专项研究。通过研究
规范两类特殊样品内毒素
检测，为细菌内毒素检查
法应用指导原则修订提供
数据支持，更好保障注射
剂质量安全。

研究分为非水溶性原料药的内毒素检测方法研究和低内毒素回收现象的研究两
个部分，提出对药典9251内毒素检查法应用指导原则修订意见。
非水溶性原料药的内毒素检测方法研究：选择5种以上具有代表性的非水溶性原
料药进行细菌内毒素检测的方法学研究。研究主要内容为样品适宜溶剂的选择
和排除干扰的研究，最终建立所研究样品的内毒素检测方法，并根据研究成果
总结相关样品的内毒素检测应用指导建议。
低内毒素回收现象的研究：选择外国文献中报告可能存在低内毒素回收现象的
1-2个品种进行研究，验证是否会出现内毒素回收现象以及探索出上述品种的低
内毒素回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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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类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49
微生
物

非无菌药品
不可接受微
生物风险控
制指导原则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研究制定非无菌药品不可
接受微生物风险控制指导
原则。解决非无菌药品中
“不可接受微生物”定义
缺乏、风险控制策略、路
径和相关标准缺失等问
题，为制药企业和监管机
构提供系统、清晰、可操
作性的不可接受微生物风
险识别和控制的技术指南
。

1. 明确非无菌药品“不可接受微生物”的定义；2. 形成常见非无菌药品潜在
的不可接受微生物种群目录，为判定不可接受微生物提供参比依据；3. 建立非
无菌药品不可接受微生物风险决策树，为药品监管和制药企业提供具体方法路
径和评估工具；4. 拟定非无菌药品不可接受微生物风险控制指导原则，并在实
验室间开展文本复核，形成药典标准草案。

50
微生
物

微生物分析
方法验证、
确认及转移
指导原则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研究制定药品微生物分析
方法验证、确认和转移指
导原则。建立国际接轨的
微生物分析方法验证、确
认、转移的概念：确定方
法学考察的技术指标及可
接受标准；起草药品微生
物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
转移指导原则，确保所建
立和采用的分析方法适合
于相应检测要求和目的，
实验室有能力获得准确、
可靠、一致的检测结果。

1.明确国际领先的药品微生物分析方法验证、确认、转移的概念。2.确定药品
微生物方法学考察的技术指标及可接受限度。3.药品微生物分析方法验证、确
认、转移的实例研究。4. 起草药品微生物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转移指导原则
。

51
药用
辅料

丙烯酸酯压
敏胶质量控
制指导原则-
功能性评价
部分的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建立和优化丙烯酸酯压敏
胶功能性评价方法和指标
。

侧重研究功能性指标、安全性指标等评价方法。

52
药用
辅料

丙烯酸酯压
敏胶质量控
制指导原则
—物理化学
性质部分的
研究

沈阳药科大学
建立和优化丙烯酸酯压敏
胶物理化学性质的相关检
测方法。

主要研究外观、粘度、分子量、固含量、Tg（玻璃化转变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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