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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２８号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已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经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２０２０年第１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局长　肖亚庆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２８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生产监督管理，规范药品生产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

理法》（以下简称《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药品的生产及监督
管理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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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范，保证全过程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依法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严格遵守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确保生产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质量保证体系，履行

药品上市放行责任，对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药品质量负责。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应当履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相关

义务，确保中药饮片生产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原料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核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严

格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确保生产过程持续符合法定

要求。

经关联审评的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

生产企业以及其他从事与药品相关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
并实施药品追溯制度，按照规定赋予药品各级销售包装单元

追溯标识，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施药品追溯，及时准确记录、保

存药品追溯数据，并向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提供追溯信息。

第五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生产监督管
理工作，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生产

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药品生产监督管理，承担药品生产环节的许可、检查和处罚

等工作。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以下简称

核查中心）组织制定药品检查技术规范和文件，承担境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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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组织疫苗巡查等，分析评估检查发现风险、作出检查结

论并提出处置建议，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检查机构

质量管理体系的指导和评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负责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

台、药品安全信用档案建设和管理，对药品生产场地进行统一

编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置或者指定的药品审评、检验、

核查、监测与评价等专业技术机构，依职责承担相关技术工作

并出具技术结论，为药品生产监督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章　生产许可

第六条　从事药品生产，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及相应的技术工人，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生产管理负

责人（以下称生产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以下称质量负

责人）、质量受权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符合《药品管理法》《疫苗

管理法》规定的条件；

（二）有与药品生产相适应的厂房、设施、设备和卫生

环境；

（三）有能对所生产药品进行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的机

构、人员；

（四）有能对所生产药品进行质量管理和质量检验的必

要的仪器设备；

（五）有保证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要求。

从事疫苗生产活动的，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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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备适度规模和足够的产能储备；

（二）具有保证生物安全的制度和设施、设备；

（三）符合疾病预防、控制需要。

第七条　从事制剂、原料药、中药饮片生产活动，申请人
应当按照本办法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申报资料要

求，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委托他人生产制剂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具备本

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条件，并与

符合条件的药品生产企业签订委托协议和质量协议，将相关

协议和实际生产场地申请资料合并提交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

规定申请办理药品生产许可证。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全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到申请
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

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

知申请人不受理；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

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应当

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发给申请人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形式审查要求，或者申请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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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或者不予受理

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的，应当出具加盖本部门专用印章和注

明日期的受理通知书或者不予受理通知书。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

经审查符合规定的，予以批准，并自书面批准决定作出之

日起十日内颁发药品生产许可证；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不予批

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等有关规定组织开展申报资料技术审查和评定、现

场检查。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行
政机关的网站和办公场所公示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所需要的

条件、程序、期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

文本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药品生产许可

证的有关信息，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申请
办理药品生产许可证进行审查时，应当公开审批结果，并提供

条件便利申请人查询审批进程。

未经申请人同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专业技术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

保密商务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

共利益的除外。

第十二条　申请办理药品生产许可证直接涉及申请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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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法律、法

规规定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在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查时，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应当向社会公告，

并举行听证。

第十三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分为正本和
副本。药品生产许可证样式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制

定。药品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十四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证编号、分类
码、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

表人、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生

产地址和生产范围、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有效期限等项目。

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

表人等项目应当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中载明

的相关内容一致。

第十五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载明事项分为许可事项和登
记事项。

许可事项是指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等。

登记事项是指企业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等。

第十六条　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事项的，向原发证
机关提出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

更许可事项。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收到企业变更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

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不予变更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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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

变更生产地址或者生产范围，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本

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及相关变更技术要求，提交涉及变更内容

的有关材料，并报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审查决定。

原址或者异地新建、改建、扩建车间或者生产线的，应当

符合相关规定和技术要求，提交涉及变更内容的有关材料，并

报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检查结果应当通知企业。检查

结果符合规定，产品符合放行要求的可以上市销售。有关变

更情况，应当在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

上述变更事项涉及药品注册证书及其附件载明内容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报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更新药品注册证书及其附件相关

内容。

第十七条　变更药品生产许可证登记事项的，应当在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变更或者企业完成变更后三十日内，向

原发证机关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登记。原发证机关应当

自收到企业变更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八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后，原发证机关应当在
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上记录变更的内容和时间，并按照变更

后的内容重新核发药品生产许可证正本，收回原药品生产许

可证正本，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终止期限不变。

第十九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生产
药品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六个月，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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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药品生产许可证。

原发证机关结合企业遵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和质量体系运行情况，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进行

审查，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其重新

发证的决定。符合规定准予重新发证的，收回原证，重新发

证；不符合规定的，作出不予重新发证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

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重新发证，并予补办

相应手续。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由原发
证机关注销，并予以公告：

（一）主动申请注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的；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重新发证的；

（三）营业执照依法被吊销或者注销的；

（四）药品生产许可证依法被吊销或者撤销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遗失的，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原发证机关

按照原核准事项在十日内补发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有效期等与原许可证一致。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
出借、买卖药品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将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发、重新发证、变更、补发、吊销、撤销、注

销等办理情况，在办理工作完成后十日内在药品安全信用档

案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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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产管理

第二十四条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遵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

药品注册标准和生产工艺进行生产，按照规定提交并持续更

新场地管理文件，对质量体系运行过程进行风险评估和持续

改进，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生产、检验等

记录应当完整准确，不得编造和篡改。

第二十五条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具备疫苗生产、
检验必需的厂房设施设备，配备具有资质的管理人员，建立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具备生产出符合注册要求疫苗的能力，超出

疫苗生产能力确需委托生产的，应当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

第二十六条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遵守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建立健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涵盖影响药品

质量的所有因素，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第二十七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质量保
证体系，配备专门人员独立负责药品质量管理，对受托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定期审核，监督其

持续具备质量保证和控制能力。

第二十八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应当对药品质量全面负责，履行以下职责：

（一）配备专门质量负责人独立负责药品质量管理；

（二）配备专门质量受权人独立履行药品上市放行责任；

（三）监督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

（四）对药品生产企业、供应商等相关方与药品生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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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定期开展质量体系审核，保证持续合规；

（五）按照变更技术要求，履行变更管理责任；

（六）对委托经营企业进行质量评估，与使用单位等进行

信息沟通；

（七）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

相关方的延伸检查；

（八）发生与药品质量有关的重大安全事件，应当及时报

告并按持有人制定的风险管理计划开展风险处置，确保风险

得到及时控制；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药品生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应当对本企业的药品生产活动全面负责，履行以下职责：

（一）配备专门质量负责人独立负责药品质量管理，监督

质量管理规范执行，确保适当的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控制，保

证药品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注册标准；

（二）配备专门质量受权人履行药品出厂放行责任；

（三）监督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保证药品生产过程控

制、质量控制以及记录和数据真实性；

（四）发生与药品质量有关的重大安全事件，应当及时报

告并按企业制定的风险管理计划开展风险处置，确保风险得

到及时控制；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

第三十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每
年对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

案，避免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疾病的人员从事

直接接触药品的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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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在药
品生产中，应当开展风险评估、控制、验证、沟通、审核等质量

管理活动，对已识别的风险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以

保证产品质量。

第三十二条　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对使用的原料药、
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等相关物料供应商或

者生产企业进行审核，保证购进、使用符合法规要求。

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应当符合药用要求以及相应

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应当符合药用要求，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标准。

第三十三条　经批准或者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原料药、
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产企业，应当遵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关联审评审批

有关要求，确保质量保证体系持续合规，接受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的质量审核，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延

伸检查。

第三十四条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确定需进行的确认与验
证，按照确认与验证计划实施。定期对设施、设备、生产工艺

及清洁方法进行评估，确认其持续保持验证状态。

第三十五条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采取防止污染、交叉污
染、混淆和差错的控制措施，定期检查评估控制措施的适用性

和有效性，以确保药品达到规定的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注册

标准，并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不得在药品生产厂

房生产对药品质量有不利影响的其他产品。

第三十六条　药品包装操作应当采取降低混淆和差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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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措施，药品包装应当确保有效期内的药品储存运输过程

中不受污染。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中的表述应当科学、规范、准确，文字

应当清晰易辨，不得以粘贴、剪切、涂改等方式进行修改或者

补充。

第三十七条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药品出厂放行规
程，明确出厂放行的标准、条件，并对药品质量检验结果、关键

生产记录和偏差控制情况进行审核，对药品进行质量检验。

符合标准、条件的，经质量受权人签字后方可出厂放行。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品上市放行规程，对药

品生产企业出厂放行的药品检验结果和放行文件进行审核，

经质量受权人签字后方可上市放行。

中药饮片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的，方可出厂、销售。

第三十八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每年进行自检，监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实施情况，评估

企业是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第三十九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年度报告制
度，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每年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药品生产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

等情况。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进行年度报告。

第四十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持续开展药品风险
获益评估和控制，制定上市后药品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上

市后研究，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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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第四十一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药物警戒体
系，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

开展药物警戒工作。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经常考察本单

位的药品质量、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现疑似不良反应的，应当

及时按照要求报告。

第四十二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药品的，应
当符合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符合条件的药品生产企业生产

药品的，应当对受托方的质量保证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进行

评估，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品委托生产质量协

议指南要求，与其签订质量协议以及委托协议，监督受托方履

行有关协议约定的义务。

受托方不得将接受委托生产的药品再次委托第三方

生产。

经批准或者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原料药应当自行生产，

不得再行委托他人生产。

第四十三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对生产工艺变更进行管理和控制，并根据

核准的生产工艺制定工艺规程。生产工艺变更应当开展研

究，并依法取得批准、备案或者进行报告，接受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四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每年对所生产的药品按照品种进行产品质量回顾分析、记录，

以确认工艺稳定可靠，以及原料、辅料、成品现行质量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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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

第四十五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的质
量管理体系相关的组织机构、企业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量

负责人、质量受权人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三十

日内，完成登记手续。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生产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变更情况。

第四十六条　列入国家实施停产报告的短缺药品清单的
药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停止生产的，应当在计划停产实施

六个月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发生非预期停产的，在三日内报告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必要时，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通报同级短缺

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牵头单位。

第四十七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的，应当
指定一家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履行《药品管理法》与本办

法规定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义务，并负责协调配合境外

检查工作。

第四十八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生产场地在境外
的，应当按照《药品管理法》与本办法规定组织生产，配合境

外检查工作。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剂、化学原料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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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片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原料、辅料、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等供应商、生产企业开展日

常监督检查，必要时开展延伸检查。

第五十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受托生产企业不在同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的监督管理，受托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受托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

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信息互相通报，及

时将监督检查信息更新到药品安全信用档案中，可以根据通

报情况和药品安全信用档案中监管信息更新情况开展调查，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受托生产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

理，必要时可以开展联合检查。

第五十一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化、
专业化检查员制度，明确检查员的资格标准、检查职责、分级

管理、能力培训、行为规范、绩效评价和退出程序等规定，提升

检查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检查员应当熟悉药品法律法

规，具备药品专业知识。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监管事权、药品产业规模及

检查任务等，配备充足的检查员队伍，保障检查工作需要。有

疫苗等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的地区，还应当配备相应数量的

具有疫苗等高风险药品检查技能和经验的药品检查员。

第五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
监管需要，对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及

其受托生产企业，按以下要求进行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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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一）未通过与生产该药品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的品种，应当进行上市前的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拟生产药品需要进行

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通

知核查中心，告知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和申请人。核查中心协调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同步开展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和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二）拟生产药品不需要进行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的，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告知生产场地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申请人，相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自行开展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符合性检查；

（三）已通过与生产该药品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的品种，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风险管理原则决定是否开展上市前的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开展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的，在

检查结束后，应当将检查情况、检查结果等形成书面报告，作

为对药品上市监管的重要依据。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符合性检查涉及药品生产许可证事项变更的，由原发证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变更程序作出

决定。

通过相应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的

商业规模批次，在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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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上市销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重点加强上述批次

药品的生产销售、风险管理等措施。

第五十三条　药品生产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执行有关法

律、法规及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

范以及有关技术规范等情况；

（二）药品生产活动是否与药品品种档案载明的相关内

容一致；

（三）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执行情况；

（四）药品委托生产质量协议及委托协议；

（五）风险管理计划实施情况；

（六）变更管理情况。

监督检查包括许可检查、常规检查、有因检查和其他

检查。

第五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坚持风险管理、全程管控原则，根据风险研判情况，制定年度

检查计划并开展监督检查。年度检查计划至少包括检查范

围、内容、方式、重点、要求、时限、承担检查的机构等。

第五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根据药品品种、剂型、管制类别等特点，结合国家药品安全总

体情况、药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药品安全事件及其调查

处理信息等，以及既往检查、检验、不良反应监测、投诉举报等

情况确定检查频次：

（一）对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企业每季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二）对疫苗、血液制品、放射性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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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药品等高风险药品生产企业，每年不少于一次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三）对上述产品之外的药品生产企业，每年抽取一定比

例开展监督检查，但应当在三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全部

进行检查；

（四）对原料、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等

供应商、生产企业每年抽取一定比例开展监督检查，五年内对

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全部进行检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本行政区

域内药品生产监管工作实际情况，调整检查频次。

第五十六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检查时，应当制定检查方案，明确

检查标准，如实记录现场检查情况，需要抽样检验或者研究

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检查结论应当清晰明确，检查发现的

问题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检查单位。需要整改的，应当提

出整改内容及整改期限，必要时对整改后情况实施检查。

在进行监督检查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

上检查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检查人员应当向被检查单位出示

执法证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对知悉的商业秘密应

当保密。

第五十七条　监督检查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
生产企业应当根据检查需要说明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一）药品生产场地管理文件以及变更材料；

（二）药品生产企业接受监督检查及整改落实情况；

（三）药品质量不合格的处理情况；

（四）药物警戒机构、人员、制度制定情况以及疑似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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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监测、识别、评估、控制情况；

（五）实施附条件批准的品种，开展上市后研究的材料；

（六）需要审查的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十八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应当对现场检查情况进
行分析汇总，并客观、公平、公正地对检查中发现的缺陷进行

风险评定并作出现场检查结论。

派出单位负责对现场检查结论进行综合研判。

第五十九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监督检查发现药品生产管理或者疫苗

储存、运输管理存在缺陷，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

应当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一）基本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的，应当发出告诫信并依据风险相应采取告诫、约谈、限期整

改等措施；

（二）药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的，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应当发出告诫信，并依据风险相

应采取暂停生产、销售、使用、进口等控制措施。

药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的，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应当依法召回药品而未召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召回。

风险消除后，采取控制措施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解

除控制措施。

第六十条　开展药品生产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药
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向派出单位报告。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经研判属于重大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应当及时向上

一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地方人民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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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开展药品生产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
涉嫌违反药品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现场控

制措施，按照规定做好证据收集工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职责和权限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六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依法将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的

监管信息归入到药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并保持相关数据的

动态更新。监管信息包括药品生产许可、日常监督检查结果、

违法行为查处、药品质量抽查检验、不良行为记录和投诉举报

等内容。

第六十三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中，不得妨碍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得索取或者

收受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六十四条　个人和组织发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
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违法生产活动的，有权向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举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核实、

处理。

第六十五条　发生与药品质量有关的重大安全事件，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立即对有关药品及其原料、辅料以及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相关生产线等采取封存等

控制措施，并立即报告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和有关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省级人民政府，同时报告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

第六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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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信用记录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增

加监督检查频次，并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六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未及
时发现生产环节药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未及时消除监督管理

区域内药品安全隐患的，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未履行药品安全

职责，未及时消除区域性重大药品安全隐患的，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应当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被约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对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整改。

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评议、考核

记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药品管理法》第
一百一十五条给予处罚：

（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变更生产地

址、生产范围应当经批准而未经批准的；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仍进行生产的。

第六十九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未按
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生产，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

《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依法

予以处罚：

（一）未配备专门质量负责人独立负责药品质量管理、监

督质量管理规范执行；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未配备专门质量受权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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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上市放行责任；

（三）药品生产企业未配备专门质量受权人履行药品出

厂放行责任；

（四）质量管理体系不能正常运行，药品生产过程控制、

质量控制的记录和数据不真实；

（五）对已识别的风险未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无法保证产品质量；

（六）其他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情形。

第七十条　 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
产企业及供应商未遵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质量管理

规范等相关要求，不能确保质量保证体系持续合规的，由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药品管理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七十一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企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企业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未按规定

办理登记事项变更；

（二）未按照规定每年对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进行

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

（三）未按照规定对列入国家实施停产报告的短缺药品

清单的药品进行停产报告。

第七十二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药品管理

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瞒报、谎报、缓报、漏报药品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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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发现的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查处；

（三）未及时发现药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或者未及时消除

监督管理区域内药品安全隐患，造成严重影响；

（四）其他不履行药品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或者重大损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药品生
产许可中技术审查和评定、现场检查、企业整改等所需时间不

计入期限。

第七十四条　场地管理文件，是指由药品生产企业编写
的药品生产活动概述性文件，是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文件

体系的一部分。场地管理文件有关要求另行制定。

经批准或者关联审评审批的原料药、辅料和直接接触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场地、境外生产场地一并赋予统一

编码。

第七十五条　告诫信，是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药品监
督管理活动中，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依法发出

的信函。告诫信应当载明存在缺陷、问题和整改要求。

第七十六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格式为“省份简称 ＋
四位年号＋四位顺序号”。企业变更名称等许可证项目以及
重新发证，原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企业分立，在保留原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的同时，增加新

的编号。企业合并，原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保留一个。

第七十七条　分类码是对许可证内生产范围进行统计归
类的英文字母串。大写字母用于归类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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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包括：Ａ代表自行生产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Ｂ
代表委托生产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Ｃ代表接受委托的药
品生产企业、Ｄ代表原料药生产企业；小写字母用于区分制剂
属性，ｈ代表化学药、ｚ代表中成药、ｓ代表生物制品、ｄ代表按
药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ｙ代表中药饮片、ｑ代表医用气体、
ｔ代表特殊药品、ｘ代表其他。

第七十八条　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范围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制剂通则及其他的国家药品标准等要求

填写。

第七十九条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生产疫苗、血液制
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八十条　出口的疫苗应当符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
或者合同要求。

第八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４
年８月５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１４号公布的《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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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７９号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已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１９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２０１１
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部长　陈竺
二○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企业应当建立药品质量管理体系。该体系应当
涵盖影响药品质量的所有因素，包括确保药品质量符合预定

用途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部活动。

第三条　本规范作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是药品生
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药品生

产过程中污染、交叉污染以及混淆、差错等风险，确保持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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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药品。

第四条　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本规范，坚持诚实守信，禁止
任何虚假、欺骗行为。

第二章　质量管理

第一节　原　则

第五条　企业应当建立符合药品质量管理要求的质量目
标，将药品注册的有关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所有要求，系

统地贯彻到药品生产、控制及产品放行、贮存、发运的全过程

中，确保所生产的药品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

第六条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当确保实现既定的质量目
标，不同层次的人员以及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共同参与并承担

各自的责任。

第七条　企业应当配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人员、厂房、
设施和设备，为实现质量目标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　质量保证

第八条　质量保证是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企业必须
建立质量保证系统，同时建立完整的文件体系，以保证系统有

效运行。

第九条　质量保证系统应当确保：
（一）药品的设计与研发体现本规范的要求；

（二）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活动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三）管理职责明确；

（四）采购和使用的原辅料和包装材料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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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间产品得到有效控制；

（六）确认、验证的实施；

（七）严格按照规程进行生产、检查、检验和复核；

（八）每批产品经质量受权人批准后方可放行；

（九）在贮存、发运和随后的各种操作过程中有保证药品

质量的适当措施；

（十）按照自检操作规程，定期检查评估质量保证系统的

有效性和适用性。

第十条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
（一）制定生产工艺，系统地回顾并证明其可持续稳定地

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

（二）生产工艺及其重大变更均经过验证；

（三）配备所需的资源，至少包括：

１．具有适当的资质并经培训合格的人员；
２．足够的厂房和空间；
３．适用的设备和维修保障；
４．正确的原辅料、包装材料和标签；
５．经批准的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
６．适当的贮运条件。
（四）应当使用准确、易懂的语言制定操作规程；

（五）操作人员经过培训，能够按照操作规程正确操作；

（六）生产全过程应当有记录，偏差均经过调查并记录；

（七）批记录和发运记录应当能够追溯批产品的完整历

史，并妥善保存、便于查阅；

（八）降低药品发运过程中的质量风险；

（九）建立药品召回系统，确保能够召回任何一批已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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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产品；

（十）调查导致药品投诉和质量缺陷的原因，并采取措

施，防止类似质量缺陷再次发生。

第三节　质量控制

第十一条　质量控制包括相应的组织机构、文件系统以
及取样、检验等，确保物料或产品在放行前完成必要的检验，

确认其质量符合要求。

第十二条　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一）应当配备适当的设施、设备、仪器和经过培训的人

员，有效、可靠地完成所有质量控制的相关活动；

（二）应当有批准的操作规程，用于原辅料、包装材料、中

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的取样、检查、检验以及产品的稳

定性考察，必要时进行环境监测，以确保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三）由经授权的人员按照规定的方法对原辅料、包装材

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取样；

（四）检验方法应当经过验证或确认；

（五）取样、检查、检验应当有记录，偏差应当经过调查并

记录；

（六）物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必须按照质量

标准进行检查和检验，并有记录；

（七）物料和最终包装的成品应当有足够的留样，以备必

要的检查或检验；除最终包装容器过大的成品外，成品的留样

包装应当与最终包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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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质量风险管理

第十三条　质量风险管理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采用
前瞻或回顾的方式，对质量风险进行评估、控制、沟通、审核的

系统过程。

第十四条　应当根据科学知识及经验对质量风险进行评
估，以保证产品质量。

第十五条　质量风险管理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措施、形式
及形成的文件应当与存在风险的级别相适应。

第三章　机构与人员

第一节　原　则

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建立与药品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机
构，并有组织机构图。

企业应当设立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履行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的职责。质量管理部门可以分别设立质量保证部门和

质量控制部门。

第十七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参与所有与质量有关的活
动，负责审核所有与本规范有关的文件。质量管理部门人员

不得将职责委托给其他部门的人员。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并具有适当资质（含
学历、培训和实践经验）的管理和操作人员，应当明确规定每

个部门和每个岗位的职责。岗位职责不得遗漏，交叉的职责

应当有明确规定。每个人所承担的职责不应当过多。

所有人员应当明确并理解自己的职责，熟悉与其职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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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要求，并接受必要的培训，包括上岗前培训和继续培训。

第十九条　职责通常不得委托给他人。确需委托的，其
职责可委托给具有相当资质的指定人员。

第二节　关键人员

第二十条　关键人员应当为企业的全职人员，至少应当
包括企业负责人、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

权人。

质量管理负责人和生产管理负责人不得互相兼任。质量

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人可以兼任。应当制定操作规程确保

质量受权人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企业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

干扰。

第二十一条　企业负责人
企业负责人是药品质量的主要责任人，全面负责企业日

常管理。为确保企业实现质量目标并按照本规范要求生产药

品，企业负责人应当负责提供必要的资源，合理计划、组织和

协调，保证质量管理部门独立履行其职责。

第二十二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
（一）资质：

生产管理负责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具有至少三年从事

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其中至少有一年的药品生

产管理经验，接受过与所生产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

（二）主要职责：

１．确保药品按照批准的工艺规程生产、贮存，以保证药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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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确保严格执行与生产操作相关的各种操作规程；
３．确保批生产记录和批包装记录经过指定人员审核并送

交质量管理部门；

４．确保厂房和设备的维护保养，以保持其良好的运行
状态；

５．确保完成各种必要的验证工作；
６．确保生产相关人员经过必要的上岗前培训和继续培

训，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培训内容。

第二十三条　质量管理负责人
（一）资质：

质量管理负责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

（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具有至少五年从事

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其中至少一年的药品质量

管理经验，接受过与所生产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

（二）主要职责：

１．确保原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
符合经注册批准的要求和质量标准；

２．确保在产品放行前完成对批记录的审核；
３．确保完成所有必要的检验；
４．批准质量标准、取样方法、检验方法和其他质量管理的

操作规程；

５．审核和批准所有与质量有关的变更；
６．确保所有重大偏差和检验结果超标已经过调查并得到

及时处理；

７．批准并监督委托检验；
８．监督厂房和设备的维护，以保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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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确保完成各种必要的确认或验证工作，审核和批准确
认或验证方案和报告；

１０．确保完成自检；
１１．评估和批准物料供应商；
１２．确保所有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投诉已经过调查，并得到

及时、正确的处理；

１３．确保完成产品的持续稳定性考察计划，提供稳定性考
察的数据；

１４．确保完成产品质量回顾分析；
１５．确保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人员都已经过必要的上岗

前培训和继续培训，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培训内容。

第二十四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和质量管理负责人通常有
下列共同的职责：

（一）审核和批准产品的工艺规程、操作规程等文件；

（二）监督厂区卫生状况；

（三）确保关键设备经过确认；

（四）确保完成生产工艺验证；

（五）确保企业所有相关人员都已经过必要的上岗前培

训和继续培训，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培训内容；

（六）批准并监督委托生产；

（七）确定和监控物料和产品的贮存条件；

（八）保存记录；

（九）监督本规范执行状况；

（十）监控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

第二十五条　质量受权人
（一）资质：

—２３—



质量受权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或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具有至少五年从事药

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从事过药品生产过程控制和

质量检验工作。

质量受权人应当具有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并经过与产

品放行有关的培训，方能独立履行其职责。

（二）主要职责：

１．参与企业质量体系建立、内部自检、外部质量审计、验
证以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产品召回等质量管理活动；

２．承担产品放行的职责，确保每批已放行产品的生产、检
验均符合相关法规、药品注册要求和质量标准；

３．在产品放行前，质量受权人必须按照上述第２项的要
求出具产品放行审核记录，并纳入批记录。

第三节　培　训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指定部门或专人负责培训管理工
作，应当有经生产管理负责人或质量管理负责人审核或批准

的培训方案或计划，培训记录应当予以保存。

第二十七条　与药品生产、质量有关的所有人员都应当
经过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当与岗位的要求相适应。除进行本

规范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外，还应当有相关法规、相应岗位的职

责、技能的培训，并定期评估培训的实际效果。

第二十八条　高风险操作区（如：高活性、高毒性、传染
性、高致敏性物料的生产区）的工作人员应当接受专门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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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员卫生

第二十九条　所有人员都应当接受卫生要求的培训，企
业应当建立人员卫生操作规程，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对药品

生产造成污染的风险。

第三十条　人员卫生操作规程应当包括与健康、卫生习
惯及人员着装相关的内容。生产区和质量控制区的人员应当

正确理解相关的人员卫生操作规程。企业应当采取措施确保

人员卫生操作规程的执行。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对人员健康进行管理，并建立健
康档案。直接接触药品的生产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健康检

查，以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第三十二条　企业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避免体表有伤口、
患有传染病或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疾病的人员从事直接接触药

品的生产。

第三十三条　参观人员和未经培训的人员不得进入生产
区和质量控制区，特殊情况确需进入的，应当事先对个人卫

生、更衣等事项进行指导。

第三十四条　任何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均应当按照规定更
衣。工作服的选材、式样及穿戴方式应当与所从事的工作和

空气洁净度级别要求相适应。

第三十五条　进入洁净生产区的人员不得化妆和佩带
饰物。

第三十六条　生产区、仓储区应当禁止吸烟和饮食，禁止
存放食品、饮料、香烟和个人用药品等非生产用物品。

第三十七条　操作人员应当避免裸手直接接触药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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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和设备表面。

第四章　厂房与设施

第一节　原　则

第三十八条　厂房的选址、设计、布局、建造、改造和维护
必须符合药品生产要求，应当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污染、交叉

污染、混淆和差错，便于清洁、操作和维护。

第三十九条　应当根据厂房及生产防护措施综合考虑选
址，厂房所处的环境应当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料或产品遭

受污染的风险。

第四十条　企业应当有整洁的生产环境；厂区的地面、路
面及运输等不应当对药品的生产造成污染；生产、行政、生活

和辅助区的总体布局应当合理，不得互相妨碍；厂区和厂房内

的人、物流走向应当合理。

第四十一条　应当对厂房进行适当维护，并确保维修活
动不影响药品的质量。应当按照详细的书面操作规程对厂房

进行清洁或必要的消毒。

第四十二条　厂房应当有适当的照明、温度、湿度和通
风，确保生产和贮存的产品质量以及相关设备性能不会直接

或间接地受到影响。

第四十三条　厂房、设施的设计和安装应当能够有效防
止昆虫或其它动物进入。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所使用

的灭鼠药、杀虫剂、烟熏剂等对设备、物料、产品造成污染。

第四十四条　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未经批准人员的
进入。生产、贮存和质量控制区不应当作为非本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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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通道。

第四十五条　应当保存厂房、公用设施、固定管道建造或
改造后的竣工图纸。

第二节　生产区

第四十六条　为降低污染和交叉污染的风险，厂房、生产
设施和设备应当根据所生产药品的特性、工艺流程及相应洁

净度级别要求合理设计、布局和使用，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当综合考虑药品的特性、工艺和预定用途等因

素，确定厂房、生产设施和设备多产品共用的可行性，并有相

应评估报告；

（二）生产特殊性质的药品，如高致敏性药品（如青霉素

类）或生物制品（如卡介苗或其他用活性微生物制备而成的

药品），必须采用专用和独立的厂房、生产设施和设备。青霉

素类药品产尘量大的操作区域应当保持相对负压，排至室外

的废气应当经过净化处理并符合要求，排风口应当远离其他

空气净化系统的进风口；

（三）生产β－内酰胺结构类药品、性激素类避孕药品必
须使用专用设施（如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和设备，并与其他

药品生产区严格分开；

（四）生产某些激素类、细胞毒性类、高活性化学药品应

当使用专用设施（如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和设备；特殊情况

下，如采取特别防护措施并经过必要的验证，上述药品制剂则

可通过阶段性生产方式共用同一生产设施和设备；

（五）用于上述第（二）、（三）、（四）项的空气净化系统，

其排风应当经过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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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药品生产厂房不得用于生产对药品质量有不利影

响的非药用产品。

第四十七条　生产区和贮存区应当有足够的空间，确保
有序地存放设备、物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避免不

同产品或物料的混淆、交叉污染，避免生产或质量控制操作发

生遗漏或差错。

第四十八条　应当根据药品品种、生产操作要求及外部
环境状况等配置空调净化系统，使生产区有效通风，并有温

度、湿度控制和空气净化过滤，保证药品的生产环境符合

要求。

洁净区与非洁净区之间、不同级别洁净区之间的压差应

当不低于１０帕斯卡。必要时，相同洁净度级别的不同功能区
域（操作间）之间也应当保持适当的压差梯度。

口服液体和固体制剂、腔道用药（含直肠用药）、表皮外

用药品等非无菌制剂生产的暴露工序区域及其直接接触药品

的包装材料最终处理的暴露工序区域，应当参照“无菌药品”

附录中Ｄ级洁净区的要求设置，企业可根据产品的标准和特
性对该区域采取适当的微生物监控措施。

第四十九条　洁净区的内表面（墙壁、地面、天棚）应当
平整光滑、无裂缝、接口严密、无颗粒物脱落，避免积尘，便于

有效清洁，必要时应当进行消毒。

第五十条　各种管道、照明设施、风口和其他公用设施的
设计和安装应当避免出现不易清洁的部位，应当尽可能在生

产区外部对其进行维护。

第五十一条　排水设施应当大小适宜，并安装防止倒灌
的装置。应当尽可能避免明沟排水；不可避免时，明沟宜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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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清洁和消毒。

第五十二条　制剂的原辅料称量通常应当在专门设计的
称量室内进行。

第五十三条　产尘操作间（如干燥物料或产品的取样、
称量、混合、包装等操作间）应当保持相对负压或采取专门的

措施，防止粉尘扩散、避免交叉污染并便于清洁。

第五十四条　用于药品包装的厂房或区域应当合理设计
和布局，以避免混淆或交叉污染。如同一区域内有数条包装

线，应当有隔离措施。

第五十五条　生产区应当有适度的照明，目视操作区域
的照明应当满足操作要求。

第五十六条　生产区内可设中间控制区域，但中间控制
操作不得给药品带来质量风险。

第三节　仓储区

第五十七条　仓储区应当有足够的空间，确保有序存放
待验、合格、不合格、退货或召回的原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

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等各类物料和产品。

第五十八条　仓储区的设计和建造应当确保良好的仓储
条件，并有通风和照明设施。仓储区应当能够满足物料或产

品的贮存条件（如温湿度、避光）和安全贮存的要求，并进行

检查和监控。

第五十九条　高活性的物料或产品以及印刷包装材料应
当贮存于安全的区域。

第六十条　接收、发放和发运区域应当能够保护物料、产
品免受外界天气（如雨、雪）的影响。接收区的布局和设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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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能够确保到货物料在进入仓储区前可对外包装进行必要的

清洁。

第六十一条　如采用单独的隔离区域贮存待验物料，待
验区应当有醒目的标识，且只限于经批准的人员出入。

不合格、退货或召回的物料或产品应当隔离存放。

如果采用其他方法替代物理隔离，则该方法应当具有同

等的安全性。

第六十二条　通常应当有单独的物料取样区。取样区的
空气洁净度级别应当与生产要求一致。如在其他区域或采用

其他方式取样，应当能够防止污染或交叉污染。

第四节　质量控制区

第六十三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通常应当与生产区分开。
生物检定、微生物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实验室还应当彼此分开。

第六十四条　实验室的设计应当确保其适用于预定的用
途，并能够避免混淆和交叉污染，应当有足够的区域用于样品

处置、留样和稳定性考察样品的存放以及记录的保存。

第六十五条　必要时，应当设置专门的仪器室，使灵敏度
高的仪器免受静电、震动、潮湿或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

第六十六条　处理生物样品或放射性样品等特殊物品的
实验室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

第六十七条　实验动物房应当与其他区域严格分开，其
设计、建造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有独立的空气处理设

施以及动物的专用通道。

第五节　辅助区
第六十八条　休息室的设置不应当对生产区、仓储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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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区造成不良影响。

第六十九条　更衣室和盥洗室应当方便人员进出，并与
使用人数相适应。盥洗室不得与生产区和仓储区直接相通。

第七十条　维修间应当尽可能远离生产区。存放在洁净
区内的维修用备件和工具，应当放置在专门的房间或工具

柜中。

第五章　设　备

第一节　原　则

第七十一条　设备的设计、选型、安装、改造和维护必须
符合预定用途，应当尽可能降低产生污染、交叉污染、混淆和

差错的风险，便于操作、清洁、维护，以及必要时进行的消毒或

灭菌。

第七十二条　应当建立设备使用、清洁、维护和维修的操
作规程，并保存相应的操作记录。

第七十三条　应当建立并保存设备采购、安装、确认的文
件和记录。

第二节　设计和安装

第七十四条　生产设备不得对药品质量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与药品直接接触的生产设备表面应当平整、光洁、易清洗

或消毒、耐腐蚀，不得与药品发生化学反应、吸附药品或向药

品中释放物质。

第七十五条　应当配备有适当量程和精度的衡器、量具、
仪器和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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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应当选择适当的清洗、清洁设备，并防止这
类设备成为污染源。

第七十七条　设备所用的润滑剂、冷却剂等不得对药品
或容器造成污染，应当尽可能使用食用级或级别相当的润

滑剂。

第七十八条　生产用模具的采购、验收、保管、维护、发放
及报废应当制定相应操作规程，设专人专柜保管，并有相应

记录。

第三节　维护和维修

第七十九条　设备的维护和维修不得影响产品质量。
第八十条　应当制定设备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和操作规

程，设备的维护和维修应当有相应的记录。

第八十一条　经改造或重大维修的设备应当进行再确
认，符合要求后方可用于生产。

第四节　使用和清洁

第八十二条　主要生产和检验设备都应当有明确的操作
规程。

第八十三条　生产设备应当在确认的参数范围内使用。
第八十四条　应当按照详细规定的操作规程清洁生产

设备。

生产设备清洁的操作规程应当规定具体而完整的清洁方

法、清洁用设备或工具、清洁剂的名称和配制方法、去除前一

批次标识的方法、保护已清洁设备在使用前免受污染的方法、

已清洁设备最长的保存时限、使用前检查设备清洁状况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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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操作者能以可重现的、有效的方式对各类设备进行

清洁。

如需拆装设备，还应当规定设备拆装的顺序和方法；如需

对设备消毒或灭菌，还应当规定消毒或灭菌的具体方法、消毒

剂的名称和配制方法。必要时，还应当规定设备生产结束至

清洁前所允许的最长间隔时限。

第八十五条　已清洁的生产设备应当在清洁、干燥的条
件下存放。

第八十六条　用于药品生产或检验的设备和仪器，应当
有使用日志，记录内容包括使用、清洁、维护和维修情况以及

日期、时间、所生产及检验的药品名称、规格和批号等。

第八十七条　生产设备应当有明显的状态标识，标明设
备编号和内容物（如名称、规格、批号）；没有内容物的应当标

明清洁状态。

第八十八条　不合格的设备如有可能应当搬出生产和质
量控制区，未搬出前，应当有醒目的状态标识。

第八十九条　主要固定管道应当标明内容物名称和
流向。

第五节　校　准

第九十条　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和校准计划定期对生产和
检验用衡器、量具、仪表、记录和控制设备以及仪器进行校准

和检查，并保存相关记录。校准的量程范围应当涵盖实际生

产和检验的使用范围。

第九十一条　应当确保生产和检验使用的关键衡器、量
具、仪表、记录和控制设备以及仪器经过校准，所得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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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可靠。

第九十二条　应当使用计量标准器具进行校准，且所用
计量标准器具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校准记录应当标明所

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名称、编号、校准有效期和计量合格证明编

号，确保记录的可追溯性。

第九十三条　衡器、量具、仪表、用于记录和控制的设备
以及仪器应当有明显的标识，标明其校准有效期。

第九十四条　不得使用未经校准、超过校准有效期、失准
的衡器、量具、仪表以及用于记录和控制的设备、仪器。

第九十五条　在生产、包装、仓储过程中使用自动或电子
设备的，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定期进行校准和检查，确保其操作

功能正常。校准和检查应当有相应的记录。

第六节　制药用水

第九十六条　制药用水应当适合其用途，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质量标准及相关要求。制药用水至少应

当采用饮用水。

第九十七条　水处理设备及其输送系统的设计、安装、运
行和维护应当确保制药用水达到设定的质量标准。水处理设

备的运行不得超出其设计能力。

第九十八条　纯化水、注射用水储罐和输送管道所用材
料应当无毒、耐腐蚀；储罐的通气口应当安装不脱落纤维的疏

水性除菌滤器；管道的设计和安装应当避免死角、盲管。

第九十九条　纯化水、注射用水的制备、贮存和分配应当
能够防止微生物的滋生。纯化水可采用循环，注射用水可采

用７０℃以上保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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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条　应当对制药用水及原水的水质进行定期监
测，并有相应的记录。

第一百零一条　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对纯化水、注射用水
管道进行清洗消毒，并有相关记录。发现制药用水微生物污

染达到警戒限度、纠偏限度时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处理。

第六章　物料与产品

第一节　原　则

第一百零二条　药品生产所用的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
触的包装材料应当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药品上直接印字所

用油墨应当符合食用标准要求。

进口原辅料应当符合国家相关的进口管理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应当建立物料和产品的操作规程，确保
物料和产品的正确接收、贮存、发放、使用和发运，防止污染、

交叉污染、混淆和差错。

物料和产品的处理应当按照操作规程或工艺规程执行，

并有记录。

第一百零四条　物料供应商的确定及变更应当进行质量
评估，并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采购。

第一百零五条　物料和产品的运输应当能够满足其保证
质量的要求，对运输有特殊要求的，其运输条件应当予以

确认。

第一百零六条　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和
印刷包装材料的接收应当有操作规程，所有到货物料均应当

检查，以确保与订单一致，并确认供应商已经质量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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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物料的外包装应当有标签，并注明规定的信息。必要时，

还应当进行清洁，发现外包装损坏或其他可能影响物料质量

的问题，应当向质量管理部门报告并进行调查和记录。

每次接收均应当有记录，内容包括：

（一）交货单和包装容器上所注物料的名称；

（二）企业内部所用物料名称和（或）代码；

（三）接收日期；

（四）供应商和生产商（如不同）的名称；

（五）供应商和生产商（如不同）标识的批号；

（六）接收总量和包装容器数量；

（七）接收后企业指定的批号或流水号；

（八）有关说明（如包装状况）。

第一百零七条　物料接收和成品生产后应当及时按照待
验管理，直至放行。

第一百零八条　物料和产品应当根据其性质有序分批贮
存和周转，发放及发运应当符合先进先出和近效期先出的

原则。

第一百零九条　使用计算机化仓储管理的，应当有相应
的操作规程，防止因系统故障、停机等特殊情况而造成物料和

产品的混淆和差错。

使用完全计算机化仓储管理系统进行识别的，物料、产品

等相关信息可不必以书面可读的方式标出。

第二节　原辅料

第一百一十条　应当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采取核对或
—５４—



检验等适当措施，确认每一包装内的原辅料正确无误。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一次接收数个批次的物料，应当按批
取样、检验、放行。

第一百一十二条　仓储区内的原辅料应当有适当的标
识，并至少标明下述内容：

（一）指定的物料名称和企业内部的物料代码；

（二）企业接收时设定的批号；

（三）物料质量状态（如待验、合格、不合格、已取样）；

（四）有效期或复验期。

第一百一十三条　只有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放行并在有
效期或复验期内的原辅料方可使用。

第一百一十四条　原辅料应当按照有效期或复验期贮
存。贮存期内，如发现对质量有不良影响的特殊情况，应当进

行复验。

第一百一十五条　应当由指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进行配
料，核对物料后，精确称量或计量，并作好标识。

第一百一十六条　配制的每一物料及其重量或体积应当
由他人独立进行复核，并有复核记录。

第一百一十七条　用于同一批药品生产的所有配料应当
集中存放，并作好标识。

第三节　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

第一百一十八条　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应当在适当的
条件下贮存。

第一百一十九条　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应当有明确的
标识，并至少标明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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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名称和企业内部的产品代码；

（二）产品批号；

（三）数量或重量（如毛重、净重等）；

（四）生产工序（必要时）；

（五）产品质量状态（必要时，如待验、合格、不合格、已取

样）。

第四节　包装材料

第一百二十条　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和印刷包装
材料的管理和控制要求与原辅料相同。

第一百二十一条　包装材料应当由专人按照操作规程发
放，并采取措施避免混淆和差错，确保用于药品生产的包装材

料正确无误。

第一百二十二条　应当建立印刷包装材料设计、审核、批
准的操作规程，确保印刷包装材料印制的内容与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核准的一致，并建立专门的文档，保存经签名批准的印

刷包装材料原版实样。

第一百二十三条　印刷包装材料的版本变更时，应当采
取措施，确保产品所用印刷包装材料的版本正确无误。宜收

回作废的旧版印刷模版并予以销毁。

第一百二十四条　印刷包装材料应当设置专门区域妥善
存放，未经批准人员不得进入。切割式标签或其他散装印刷

包装材料应当分别置于密闭容器内储运，以防混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印刷包装材料应当由专人保管，并按
照操作规程和需求量发放。

第一百二十六条　每批或每次发放的与药品直接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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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或印刷包装材料，均应当有识别标志，标明所用产品

的名称和批号。

第一百二十七条　过期或废弃的印刷包装材料应当予以
销毁并记录。

第五节　成　品

第一百二十八条　成品放行前应当待验贮存。
第一百二十九条　成品的贮存条件应当符合药品注册批

准的要求。

第六节　特殊管理的物料和产品

第一百三十条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包括药材）、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及易燃、易爆

和其他危险品的验收、贮存、管理应当执行国家有关的规定。

第七节　其　他

第一百三十一条　不合格的物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
和成品的每个包装容器上均应当有清晰醒目的标志，并在隔

离区内妥善保存。

第一百三十二条　不合格的物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
和成品的处理应当经质量管理负责人批准，并有记录。

第一百三十三条　产品回收需经预先批准，并对相关的
质量风险进行充分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决定是否回收。回收

应当按照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并有相应记录。回收处理后

的产品应当按照回收处理中最早批次产品的生产日期确定有

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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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四条　制剂产品不得进行重新加工。不合格
的制剂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一般不得进行返工。只

有不影响产品质量、符合相应质量标准，且根据预定、经批准

的操作规程以及对相关风险充分评估后，才允许返工处理。

返工应当有相应记录。

第一百三十五条　对返工或重新加工或回收合并后生产
的成品，质量管理部门应当考虑需要进行额外相关项目的检

验和稳定性考察。

第一百三十六条　企业应当建立药品退货的操作规程，
并有相应的记录，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产品名称、批号、规格、

数量、退货单位及地址、退货原因及日期、最终处理意见。

同一产品同一批号不同渠道的退货应当分别记录、存放

和处理。

第一百三十七条　只有经检查、检验和调查，有证据证明
退货质量未受影响，且经质量管理部门根据操作规程评价后，

方可考虑将退货重新包装、重新发运销售。评价考虑的因素

至少应当包括药品的性质、所需的贮存条件、药品的现状、历

史，以及发运与退货之间的间隔时间等因素。不符合贮存和

运输要求的退货，应当在质量管理部门监督下予以销毁。对

退货质量存有怀疑时，不得重新发运。

对退货进行回收处理的，回收后的产品应当符合预定的

质量标准和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要求。

退货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有相应记录。

第七章　确认与验证

第一百三十八条　企业应当确定需要进行的确认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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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证明有关操作的关键要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确认

或验证的范围和程度应当经过风险评估来确定。

第一百三十九条　企业的厂房、设施、设备和检验仪器应
当经过确认，应当采用经过验证的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和检验

方法进行生产、操作和检验，并保持持续的验证状态。

第一百四十条　应当建立确认与验证的文件和记录，并
能以文件和记录证明达到以下预定的目标：

（一）设计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设计符合预

定用途和本规范要求；

（二）安装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建造和安装

符合设计标准；

（三）运行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运行符合设

计标准；

（四）性能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在正常操作方

法和工艺条件下能够持续符合标准；

（五）工艺验证应当证明一个生产工艺按照规定的工艺

参数能够持续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产品。

第一百四十一条　采用新的生产处方或生产工艺前，应
当验证其常规生产的适用性。生产工艺在使用规定的原辅料

和设备条件下，应当能够始终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

求的产品。

第一百四十二条　当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如原辅
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生产设备、生产环境（或厂

房）、生产工艺、检验方法等发生变更时，应当进行确认或验

证。必要时，还应当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第一百四十三条　清洁方法应当经过验证，证实其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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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以有效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清洁验证应当综合考

虑设备使用情况、所使用的清洁剂和消毒剂、取样方法和位置

以及相应的取样回收率、残留物的性质和限度、残留物检验方

法的灵敏度等因素。

第一百四十四条　确认和验证不是一次性的行为。首次
确认或验证后，应当根据产品质量回顾分析情况进行再确认

或再验证。关键的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应当定期进行再验

证，确保其能够达到预期结果。

第一百四十五条　企业应当制定验证总计划，以文件形
式说明确认与验证工作的关键信息。

第一百四十六条　验证总计划或其他相关文件中应当作
出规定，确保厂房、设施、设备、检验仪器、生产工艺、操作规程

和检验方法等能够保持持续稳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应当根据确认或验证的对象制定确认
或验证方案，并经审核、批准。确认或验证方案应当明确

职责。

第一百四十八条　确认或验证应当按照预先确定和批准
的方案实施，并有记录。确认或验证工作完成后，应当写出报

告，并经审核、批准。确认或验证的结果和结论（包括评价和

建议）应当有记录并存档。

第一百四十九条　应当根据验证的结果确认工艺规程和
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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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件管理

第一节　原　则

第一百五十条　文件是质量保证系统的基本要素。企业
必须有内容正确的书面质量标准、生产处方和工艺规程、操作

规程以及记录等文件。

第一百五十一条　企业应当建立文件管理的操作规程，
系统地设计、制定、审核、批准和发放文件。与本规范有关的

文件应当经质量管理部门的审核。

第一百五十二条　文件的内容应当与药品生产许可、药
品注册等相关要求一致，并有助于追溯每批产品的历史情况。

第一百五十三条　文件的起草、修订、审核、批准、替换或
撤销、复制、保管和销毁等应当按照操作规程管理，并有相应

的文件分发、撤销、复制、销毁记录。

第一百五十四条　文件的起草、修订、审核、批准均应当
由适当的人员签名并注明日期。

第一百五十五条　文件应当标明题目、种类、目的以及文
件编号和版本号。文字应当确切、清晰、易懂，不能模棱两可。

第一百五十六条　文件应当分类存放、条理分明，便于
查阅。

第一百五十七条　原版文件复制时，不得产生任何差错；
复制的文件应当清晰可辨。

第一百五十八条　文件应当定期审核、修订；文件修订
后，应当按照规定管理，防止旧版文件的误用。分发、使用的

文件应当为批准的现行文本，已撤销的或旧版文件除留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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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外，不得在工作现场出现。

第一百五十九条　与本规范有关的每项活动均应当有记
录，以保证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等活动可以追溯。

记录应当留有填写数据的足够空格。记录应当及时填写，内

容真实，字迹清晰、易读，不易擦除。

第一百六十条　应当尽可能采用生产和检验设备自动打
印的记录、图谱和曲线图等，并标明产品或样品的名称、批号

和记录设备的信息，操作人应当签注姓名和日期。

第一百六十一条　记录应当保持清洁，不得撕毁和任意
涂改。记录填写的任何更改都应当签注姓名和日期，并使原

有信息仍清晰可辨，必要时，应当说明更改的理由。记录如需

重新誊写，则原有记录不得销毁，应当作为重新誊写记录的附

件保存。

第一百六十二条　每批药品应当有批记录，包括批生产
记录、批包装记录、批检验记录和药品放行审核记录等与本批

产品有关的记录。批记录应当由质量管理部门负责管理，至

少保存至药品有效期后一年。

质量标准、工艺规程、操作规程、稳定性考察、确认、验证、

变更等其他重要文件应当长期保存。

第一百六十三条　如使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照相技术
或其他可靠方式记录数据资料，应当有所用系统的操作规程；

记录的准确性应当经过核对。

使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只有经授权的人员方可输入

或更改数据，更改和删除情况应当有记录；应当使用密码或其

他方式来控制系统的登录；关键数据输入后，应当由他人独立

进行复核。

—３５—



用电子方法保存的批记录，应当采用磁带、缩微胶卷、纸

质副本或其他方法进行备份，以确保记录的安全，且数据资料

在保存期内便于查阅。

第二节　质量标准

第一百六十四条　物料和成品应当有经批准的现行质量
标准；必要时，中间产品或待包装产品也应当有质量标准。

第一百六十五条　物料的质量标准一般应当包括：
（一）物料的基本信息：

１．企业统一指定的物料名称和内部使用的物料代码；
２．质量标准的依据；
３．经批准的供应商；
４．印刷包装材料的实样或样稿。
（二）取样、检验方法或相关操作规程编号；

（三）定性和定量的限度要求；

（四）贮存条件和注意事项；

（五）有效期或复验期。

第一百六十六条　外购或外销的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
应当有质量标准；如果中间产品的检验结果用于成品的质量

评价，则应当制定与成品质量标准相对应的中间产品质量

标准。

第一百六十七条　成品的质量标准应当包括：
（一）产品名称以及产品代码；

（二）对应的产品处方编号（如有）；

（三）产品规格和包装形式；

（四）取样、检验方法或相关操作规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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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性和定量的限度要求；

（六）贮存条件和注意事项；

（七）有效期。

第三节　工艺规程

第一百六十八条　每种药品的每个生产批量均应当有经
企业批准的工艺规程，不同药品规格的每种包装形式均应当

有各自的包装操作要求。工艺规程的制定应当以注册批准的

工艺为依据。

第一百六十九条　工艺规程不得任意更改。如需更改，
应当按照相关的操作规程修订、审核、批准。

第一百七十条　制剂的工艺规程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一）生产处方：

１．产品名称和产品代码；
２．产品剂型、规格和批量；
３．所用原辅料清单（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但不在成品中

出现的物料），阐明每一物料的指定名称、代码和用量；如原

辅料的用量需要折算时，还应当说明计算方法。

（二）生产操作要求：

１．对生产场所和所用设备的说明（如操作间的位置和编
号、洁净度级别、必要的温湿度要求、设备型号和编号等）；

２．关键设备的准备（如清洗、组装、校准、灭菌等）所采用
的方法或相应操作规程编号；

３．详细的生产步骤和工艺参数说明（如物料的核对、预处
理、加入物料的顺序、混合时间、温度等）；

４．所有中间控制方法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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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预期的最终产量限度，必要时，还应当说明中间产品的
产量限度，以及物料平衡的计算方法和限度；

６．待包装产品的贮存要求，包括容器、标签及特殊贮存
条件；

７．需要说明的注意事项。
（三）包装操作要求：

１．以最终包装容器中产品的数量、重量或体积表示的包
装形式；

２．所需全部包装材料的完整清单，包括包装材料的名称、
数量、规格、类型以及与质量标准有关的每一包装材料的

代码；

３．印刷包装材料的实样或复制品，并标明产品批号、有效
期打印位置；

４．需要说明的注意事项，包括对生产区和设备进行的检
查，在包装操作开始前，确认包装生产线的清场已经完成等；

５．包装操作步骤的说明，包括重要的辅助性操作和所用
设备的注意事项、包装材料使用前的核对；

６．中间控制的详细操作，包括取样方法及标准；
７．待包装产品、印刷包装材料的物料平衡计算方法和

限度。

第四节　批生产记录

第一百七十一条　每批产品均应当有相应的批生产记
录，可追溯该批产品的生产历史以及与质量有关的情况。

第一百七十二条　批生产记录应当依据现行批准的工艺
规程的相关内容制定。记录的设计应当避免填写差错。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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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记录的每一页应当标注产品的名称、规格和批号。

第一百七十三条　原版空白的批生产记录应当经生产管
理负责人和质量管理负责人审核和批准。批生产记录的复制

和发放均应当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控制并有记录，每批产品的

生产只能发放一份原版空白批生产记录的复制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　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每项操作时应当
及时记录，操作结束后，应当由生产操作人员确认并签注姓名

和日期。

第一百七十五条　批生产记录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产品名称、规格、批号；

（二）生产以及中间工序开始、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三）每一生产工序的负责人签名；

（四）生产步骤操作人员的签名；必要时，还应当有操作

（如称量）复核人员的签名；

（五）每一原辅料的批号以及实际称量的数量（包括投入

的回收或返工处理产品的批号及数量）；

（六）相关生产操作或活动、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以及

所用主要生产设备的编号；

（七）中间控制结果的记录以及操作人员的签名；

（八）不同生产工序所得产量及必要时的物料平衡计算；

（九）对特殊问题或异常事件的记录，包括对偏离工艺规

程的偏差情况的详细说明或调查报告，并经签字批准。

第五节　批包装记录

第一百七十六条　每批产品或每批中部分产品的包装，
都应当有批包装记录，以便追溯该批产品包装操作以及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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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关的情况。

第一百七十七条　批包装记录应当依据工艺规程中与包
装相关的内容制定。记录的设计应当注意避免填写差错。批

包装记录的每一页均应当标注所包装产品的名称、规格、包装

形式和批号。

第一百七十八条　批包装记录应当有待包装产品的批
号、数量以及成品的批号和计划数量。原版空白的批包装记

录的审核、批准、复制和发放的要求与原版空白的批生产记录

相同。

第一百七十九条　在包装过程中，进行每项操作时应当
及时记录，操作结束后，应当由包装操作人员确认并签注姓名

和日期。

第一百八十条　批包装记录的内容包括：
（一）产品名称、规格、包装形式、批号、生产日期和有

效期；

（二）包装操作日期和时间；

（三）包装操作负责人签名；

（四）包装工序的操作人员签名；

（五）每一包装材料的名称、批号和实际使用的数量；

（六）根据工艺规程所进行的检查记录，包括中间控制

结果；

（七）包装操作的详细情况，包括所用设备及包装生产线

的编号；

（八）所用印刷包装材料的实样，并印有批号、有效期及

其他打印内容；不易随批包装记录归档的印刷包装材料可采

用印有上述内容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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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特殊问题或异常事件的记录，包括对偏离工艺规

程的偏差情况的详细说明或调查报告，并经签字批准；

（十）所有印刷包装材料和待包装产品的名称、代码，以

及发放、使用、销毁或退库的数量、实际产量以及物料平衡

检查。

第六节　操作规程和记录

第一百八十一条　操作规程的内容应当包括：题目、编
号、版本号、颁发部门、生效日期、分发部门以及制定人、审核

人、批准人的签名并注明日期，标题、正文及变更历史。

第一百八十二条　厂房、设备、物料、文件和记录应当有
编号（或代码），并制定编制编号（或代码）的操作规程，确保

编号（或代码）的唯一性。

第一百八十三条　下述活动也应当有相应的操作规程，
其过程和结果应当有记录：

（一）确认和验证；

（二）设备的装配和校准；

（三）厂房和设备的维护、清洁和消毒；

（四）培训、更衣及卫生等与人员相关的事宜；

（五）环境监测；

（六）虫害控制；

（七）变更控制；

（八）偏差处理；

（九）投诉；

（十）药品召回；

（十一）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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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产管理

第一节　原　则

第一百八十四条　所有药品的生产和包装均应当按照批
准的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有相关记录，以确保药

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并符合药品生产许可和注册批准的

要求。

第一百八十五条　应当建立划分产品生产批次的操作规
程，生产批次的划分应当能够确保同一批次产品质量和特性

的均一性。

第一百八十六条　应当建立编制药品批号和确定生产日
期的操作规程。每批药品均应当编制唯一的批号。除另有法

定要求外，生产日期不得迟于产品成型或灌装（封）前经最后

混合的操作开始日期，不得以产品包装日期作为生产日期。

第一百八十七条　每批产品应当检查产量和物料平衡，
确保物料平衡符合设定的限度。如有差异，必须查明原因，确

认无潜在质量风险后，方可按照正常产品处理。

第一百八十八条　不得在同一生产操作间同时进行不同
品种和规格药品的生产操作，除非没有发生混淆或交叉污染

的可能。

第一百八十九条　在生产的每一阶段，应当保护产品和
物料免受微生物和其他污染。

第一百九十条　在干燥物料或产品，尤其是高活性、高毒
性或高致敏性物料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应当采取特殊措施，

防止粉尘的产生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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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一条　生产期间使用的所有物料、中间产品
或待包装产品的容器及主要设备、必要的操作室应当贴签标

识或以其他方式标明生产中的产品或物料名称、规格和批号，

如有必要，还应当标明生产工序。

第一百九十二条　容器、设备或设施所用标识应当清晰
明了，标识的格式应当经企业相关部门批准。除在标识上使

用文字说明外，还可采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被标识物的状态

（如待验、合格、不合格或已清洁等）。

第一百九十三条　应当检查产品从一个区域输送至另一
个区域的管道和其他设备连接，确保连接正确无误。

第一百九十四条　每次生产结束后应当进行清场，确保
设备和工作场所没有遗留与本次生产有关的物料、产品和文

件。下次生产开始前，应当对前次清场情况进行确认。

第一百九十五条　应当尽可能避免出现任何偏离工艺规
程或操作规程的偏差。一旦出现偏差，应当按照偏差处理操

作规程执行。

第一百九十六条　生产厂房应当仅限于经批准的人员
出入。

第二节　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交叉污染

第一百九十七条　生产过程中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防
止污染和交叉污染，如：

（一）在分隔的区域内生产不同品种的药品；

（二）采用阶段性生产方式；

（三）设置必要的气锁间和排风；空气洁净度级别不同的

区域应当有压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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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当降低未经处理或未经充分处理的空气再次进

入生产区导致污染的风险；

（五）在易产生交叉污染的生产区内，操作人员应当穿戴

该区域专用的防护服；

（六）采用经过验证或已知有效的清洁和去污染操作规

程进行设备清洁；必要时，应当对与物料直接接触的设备表面

的残留物进行检测；

（七）采用密闭系统生产；

（八）干燥设备的进风应当有空气过滤器，排风应当有防

止空气倒流装置；

（九）生产和清洁过程中应当避免使用易碎、易脱屑、易

发霉器具；使用筛网时，应当有防止因筛网断裂而造成污染的

措施；

（十）液体制剂的配制、过滤、灌封、灭菌等工序应当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十一）软膏剂、乳膏剂、凝胶剂等半固体制剂以及栓剂

的中间产品应当规定贮存期和贮存条件。

第一百九十八条　应当定期检查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的
措施并评估其适用性和有效性。

第三节　生产操作

第一百九十九条　生产开始前应当进行检查，确保设备
和工作场所没有上批遗留的产品、文件或与本批产品生产无

关的物料，设备处于已清洁及待用状态。检查结果应当有

记录。

生产操作前，还应当核对物料或中间产品的名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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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和标识，确保生产所用物料或中间产品正确且符合要求。

第二百条　应当进行中间控制和必要的环境监测，并予
以记录。

第二百零一条　每批药品的每一生产阶段完成后必须由
生产操作人员清场，并填写清场记录。清场记录内容包括：操

作间编号、产品名称、批号、生产工序、清场日期、检查项目及

结果、清场负责人及复核人签名。清场记录应当纳入批生产

记录。

第四节　包装操作

第二百零二条　包装操作规程应当规定降低污染和交叉
污染、混淆或差错风险的措施。

第二百零三条　包装开始前应当进行检查，确保工作场
所、包装生产线、印刷机及其他设备已处于清洁或待用状态，

无上批遗留的产品、文件或与本批产品包装无关的物料。检

查结果应当有记录。

第二百零四条　包装操作前，还应当检查所领用的包装
材料正确无误，核对待包装产品和所用包装材料的名称、规

格、数量、质量状态，且与工艺规程相符。

第二百零五条　每一包装操作场所或包装生产线，应当
有标识标明包装中的产品名称、规格、批号和批量的生产

状态。

第二百零六条　有数条包装线同时进行包装时，应当采
取隔离或其他有效防止污染、交叉污染或混淆的措施。

第二百零七条　待用分装容器在分装前应当保持清洁，
避免容器中有玻璃碎屑、金属颗粒等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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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八条　产品分装、封口后应当及时贴签。未能
及时贴签时，应当按照相关的操作规程操作，避免发生混淆或

贴错标签等差错。

第二百零九条　单独打印或包装过程中在线打印的信息
（如产品批号或有效期）均应当进行检查，确保其正确无误，

并予以记录。如手工打印，应当增加检查频次。

第二百一十条　使用切割式标签或在包装线以外单独打
印标签，应当采取专门措施，防止混淆。

第二百一十一条　应当对电子读码机、标签计数器或其
他类似装置的功能进行检查，确保其准确运行。检查应当有

记录。

第二百一十二条　包装材料上印刷或模压的内容应当清
晰，不易褪色和擦除。

第二百一十三条　包装期间，产品的中间控制检查应当
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一）包装外观；

（二）包装是否完整；

（三）产品和包装材料是否正确；

（四）打印信息是否正确；

（五）在线监控装置的功能是否正常。

样品从包装生产线取走后不应当再返还，以防止产品混

淆或污染。

第二百一十四条　因包装过程产生异常情况而需要重新
包装产品的，必须经专门检查、调查并由指定人员批准。重新

包装应当有详细记录。

第二百一十五条　在物料平衡检查中，发现待包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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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包装材料以及成品数量有显著差异时，应当进行调查，未

得出结论前，成品不得放行。

第二百一十六条　包装结束时，已打印批号的剩余包装
材料应当由专人负责全部计数销毁，并有记录。如将未打印

批号的印刷包装材料退库，应当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第十章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第一节　质量控制实验室管理

第二百一十七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人员、设施、设备应
当与产品性质和生产规模相适应。

企业通常不得进行委托检验，确需委托检验的，应当按照

第十一章中委托检验部分的规定，委托外部实验室进行检验，

但应当在检验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二百一十八条　质量控制负责人应当具有足够的管理
实验室的资质和经验，可以管理同一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实

验室。

第二百一十九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检验人员至少应当
具有相关专业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并经过与所从事的检验

操作相关的实践培训且通过考核。

第二百二十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当配备药典、标准图
谱等必要的工具书，以及标准品或对照品等相关的标准物质。

第二百二十一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文件应当符合第八
章的原则，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当至少有下列详细文件：

１．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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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取样操作规程和记录；
３．检验操作规程和记录（包括检验记录或实验室工作记

事簿）；

４．检验报告或证书；
５．必要的环境监测操作规程、记录和报告；
６．必要的检验方法验证报告和记录；
７．仪器校准和设备使用、清洁、维护的操作规程及记录。
（二）每批药品的检验记录应当包括中间产品、待包装产

品和成品的质量检验记录，可追溯该批药品所有相关的质量

检验情况；

（三）宜采用便于趋势分析的方法保存某些数据（如检验

数据、环境监测数据、制药用水的微生物监测数据）；

（四）除与批记录相关的资料信息外，还应当保存其他原

始资料或记录，以方便查阅。

第二百二十二条　取样应当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质量管理部门的人员有权进入生产区和仓储区进

行取样及调查；

（二）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操作规程取样，操作规程应当详

细规定：

１．经授权的取样人；
２．取样方法；
３．所用器具；
４．样品量；
５．分样的方法；
６．存放样品容器的类型和状态；
７．取样后剩余部分及样品的处置和标识；
—６６—



８．取样注意事项，包括为降低取样过程产生的各种风险
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尤其是无菌或有害物料的取样以及防止

取样过程中污染和交叉污染的注意事项；

９．贮存条件；
１０．取样器具的清洁方法和贮存要求。
（三）取样方法应当科学、合理，以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四）留样应当能够代表被取样批次的产品或物料，也可

抽取其他样品来监控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如生产的开

始或结束）；

（五）样品的容器应当贴有标签，注明样品名称、批号、取

样日期、取自哪一包装容器、取样人等信息；

（六）样品应当按照规定的贮存要求保存。

第二百二十三条　物料和不同生产阶段产品的检验应当
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企业应当确保药品按照注册批准的方法进行全项

检验；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检验方法进行验证：

１．采用新的检验方法；
２．检验方法需变更的；
３．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其他法定标准未收载

的检验方法；

４．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验证的检验方法。
（三）对不需要进行验证的检验方法，企业应当对检验方

法进行确认，以确保检验数据准确、可靠；

（四）检验应当有书面操作规程，规定所用方法、仪器和

设备，检验操作规程的内容应当与经确认或验证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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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五）检验应当有可追溯的记录并应当复核，确保结果与

记录一致。所有计算均应当严格核对；

（六）检验记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１．产品或物料的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或供货批号，必要
时注明供应商和生产商（如不同）的名称或来源；

２．依据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操作规程；
３．检验所用的仪器或设备的型号和编号；
４．检验所用的试液和培养基的配制批号、对照品或标准

品的来源和批号；

５．检验所用动物的相关信息；
６．检验过程，包括对照品溶液的配制、各项具体的检验操

作、必要的环境温湿度；

７．检验结果，包括观察情况、计算和图谱或曲线图，以及
依据的检验报告编号；

８．检验日期；
９．检验人员的签名和日期；
１０．检验、计算复核人员的签名和日期。
（七）所有中间控制（包括生产人员所进行的中间控制），

均应当按照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的方法进行，检验应当有

记录；

（八）应当对实验室容量分析用玻璃仪器、试剂、试液、对

照品以及培养基进行质量检查；

（九）必要时应当将检验用实验动物在使用前进行检验

或隔离检疫。饲养和管理应当符合相关的实验动物管理规

定。动物应当有标识，并应当保存使用的历史记录。

—８６—



第二百二十四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应当建立检验结果超
标调查的操作规程。任何检验结果超标都必须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完整的调查，并有相应的记录。

第二百二十五条　企业按规定保存的、用于药品质量追
溯或调查的物料、产品样品为留样。用于产品稳定性考察的

样品不属于留样。

留样应当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对留样进行管理；

（二）留样应当能够代表被取样批次的物料或产品；

（三）成品的留样：

１．每批药品均应当有留样；如果一批药品分成数次进行
包装，则每次包装至少应当保留一件最小市售包装的成品；

２．留样的包装形式应当与药品市售包装形式相同，原料
药的留样如无法采用市售包装形式的，可采用模拟包装；

３．每批药品的留样数量一般至少应当能够确保按照注册
批准的质量标准完成两次全检（无菌检查和热原检查等除

外）；

４．如果不影响留样的包装完整性，保存期间内至少应当
每年对留样进行一次目检观察，如有异常，应当进行彻底调查

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５．留样观察应当有记录；
６．留样应当按照注册批准的贮存条件至少保存至药品有

效期后一年；

７．如企业终止药品生产或关闭的，应当将留样转交受权
单位保存，并告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便在必要时可随

时取得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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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料的留样：

１．制剂生产用每批原辅料和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
均应当有留样。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如输液瓶），如

成品已有留样，可不必单独留样；

２．物料的留样量应当至少满足鉴别的需要；
３．除稳定性较差的原辅料外，用于制剂生产的原辅料（不

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溶剂、气体或制药用水）和与药品直

接接触的包装材料的留样应当至少保存至产品放行后二年。

如果物料的有效期较短，则留样时间可相应缩短；

４．物料的留样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贮存，必要时还应当
适当包装密封。

第二百二十六条　试剂、试液、培养基和检定菌的管理应
当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试剂和培养基应当从可靠的供应商处采购，必要时

应当对供应商进行评估；

（二）应当有接收试剂、试液、培养基的记录，必要时，应

当在试剂、试液、培养基的容器上标注接收日期；

（三）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或使用说明配制、贮存和使用试

剂、试液和培养基。特殊情况下，在接收或使用前，还应当对

试剂进行鉴别或其他检验；

（四）试液和已配制的培养基应当标注配制批号、配制日

期和配制人员姓名，并有配制（包括灭菌）记录。不稳定的试

剂、试液和培养基应当标注有效期及特殊贮存条件。标准液、

滴定液还应当标注最后一次标化的日期和校正因子，并有标

化记录；

（五）配制的培养基应当进行适用性检查，并有相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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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应当有培养基使用记录；

（六）应当有检验所需的各种检定菌，并建立检定菌保

存、传代、使用、销毁的操作规程和相应记录；

（七）检定菌应当有适当的标识，内容至少包括菌种名

称、编号、代次、传代日期、传代操作人；

（八）检定菌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贮存，贮存的方式和时

间不应当对检定菌的生长特性有不利影响。

第二百二十七条　标准品或对照品的管理应当至少符合
以下要求：

（一）标准品或对照品应当按照规定贮存和使用；

（二）标准品或对照品应当有适当的标识，内容至少包括

名称、批号、制备日期（如有）、有效期（如有）、首次开启日期、

含量或效价、贮存条件；

（三）企业如需自制工作标准品或对照品，应当建立工作

标准品或对照品的质量标准以及制备、鉴别、检验、批准和贮

存的操作规程，每批工作标准品或对照品应当用法定标准品

或对照品进行标化，并确定有效期，还应当通过定期标化证明

工作标准品或对照品的效价或含量在有效期内保持稳定。标

化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有相应的记录。

第二节　物料和产品放行

第二百二十八条　应当分别建立物料和产品批准放行的
操作规程，明确批准放行的标准、职责，并有相应的记录。

第二百二十九条　物料的放行应当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物料的质量评价内容应当至少包括生产商的检验

报告、物料包装完整性和密封性的检查情况和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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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料的质量评价应当有明确的结论，如批准放行、

不合格或其他决定；

（三）物料应当由指定人员签名批准放行。

第二百三十条　产品的放行应当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在批准放行前，应当对每批药品进行质量评价，保

证药品及其生产应当符合注册和本规范要求，并确认以下各

项内容：

１．主要生产工艺和检验方法经过验证；
２．已完成所有必需的检查、检验，并综合考虑实际生产条

件和生产记录；

３．所有必需的生产和质量控制均已完成并经相关主管人
员签名；

４．变更已按照相关规程处理完毕，需要经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的变更已得到批准；

５．对变更或偏差已完成所有必要的取样、检查、检验和
审核；

６．所有与该批产品有关的偏差均已有明确的解释或说
明，或者已经过彻底调查和适当处理；如偏差还涉及其他批次

产品，应当一并处理。

（二）药品的质量评价应当有明确的结论，如批准放行、

不合格或其他决定；

（三）每批药品均应当由质量受权人签名批准放行；

（四）疫苗类制品、血液制品、用于血源筛查的体外诊断

试剂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其他生物制品放行

前还应当取得批签发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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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续稳定性考察

第二百三十一条　持续稳定性考察的目的是在有效期内
监控已上市药品的质量，以发现药品与生产相关的稳定性问

题（如杂质含量或溶出度特性的变化），并确定药品能够在标

示的贮存条件下，符合质量标准的各项要求。

第二百三十二条　持续稳定性考察主要针对市售包装药
品，但也需兼顾待包装产品。例如，当待包装产品在完成包装

前，或从生产厂运输到包装厂，还需要长期贮存时，应当在相

应的环境条件下，评估其对包装后产品稳定性的影响。此外，

还应当考虑对贮存时间较长的中间产品进行考察。

第二百三十三条　持续稳定性考察应当有考察方案，结
果应当有报告。用于持续稳定性考察的设备（尤其是稳定性

试验设备或设施）应当按照第七章和第五章的要求进行确认

和维护。

第二百三十四条　持续稳定性考察的时间应当涵盖药品
有效期，考察方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每种规格、每个生产批量药品的考察批次数；

（二）相关的物理、化学、微生物和生物学检验方法，可考

虑采用稳定性考察专属的检验方法；

（三）检验方法依据；

（四）合格标准；

（五）容器密封系统的描述；

（六）试验间隔时间（测试时间点）；

（七）贮存条件（应当采用与药品标示贮存条件相对应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标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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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检验项目，如检验项目少于成品质量标准所包含的

项目，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百三十五条　考察批次数和检验频次应当能够获得
足够的数据，以供趋势分析。通常情况下，每种规格、每种内

包装形式的药品，至少每年应当考察一个批次，除非当年没有

生产。

第二百三十六条　某些情况下，持续稳定性考察中应当
额外增加批次数，如重大变更或生产和包装有重大偏差的药

品应当列入稳定性考察。此外，重新加工、返工或回收的批

次，也应当考虑列入考察，除非已经过验证和稳定性考察。

第二百三十七条　关键人员，尤其是质量受权人，应当了
解持续稳定性考察的结果。当持续稳定性考察不在待包装产

品和成品的生产企业进行时，则相关各方之间应当有书面协

议，且均应当保存持续稳定性考察的结果以供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审查。

第二百三十八条　应当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结果或重要
的异常趋势进行调查。对任何已确认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结

果或重大不良趋势，企业都应当考虑是否可能对已上市药品

造成影响，必要时应当实施召回，调查结果以及采取的措施应

当报告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百三十九条　应当根据所获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包
括考察的阶段性结论，撰写总结报告并保存。应当定期审核

总结报告。

第四节　变更控制

第二百四十条　企业应当建立变更控制系统，对所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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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产品质量的变更进行评估和管理。需要经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的变更应当在得到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百四十一条　应当建立操作规程，规定原辅料、包装
材料、质量标准、检验方法、操作规程、厂房、设施、设备、仪器、

生产工艺和计算机软件变更的申请、评估、审核、批准和实施。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变更控制。

第二百四十二条　变更都应当评估其对产品质量的潜在
影响。企业可以根据变更的性质、范围、对产品质量潜在影响

的程度将变更分类（如主要、次要变更）。判断变更所需的验

证、额外的检验以及稳定性考察应当有科学依据。

第二百四十三条　与产品质量有关的变更由申请部门提
出后，应当经评估、制定实施计划并明确实施职责，最终由质

量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变更实施应当有相应的完整记录。

第二百四十四条　改变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
材料、生产工艺、主要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影响药品质量的主要

因素时，还应当对变更实施后最初至少三个批次的药品质量

进行评估。如果变更可能影响药品的有效期，则质量评估还

应当包括对变更实施后生产的药品进行稳定性考察。

第二百四十五条　变更实施时，应当确保与变更相关的
文件均已修订。

第二百四十六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保存所有变更的文
件和记录。

第五节　偏差处理

第二百四十七条　各部门负责人应当确保所有人员正确
执行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检验方法和操作规程，防止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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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第二百四十八条　企业应当建立偏差处理的操作规程，
规定偏差的报告、记录、调查、处理以及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并

有相应的记录。

第二百四十九条　任何偏差都应当评估其对产品质量的
潜在影响。企业可以根据偏差的性质、范围、对产品质量潜在

影响的程度将偏差分类（如重大、次要偏差），对重大偏差的

评估还应当考虑是否需要对产品进行额外的检验以及对产品

有效期的影响，必要时，应当对涉及重大偏差的产品进行稳定

性考察。

第二百五十条　任何偏离生产工艺、物料平衡限度、质量
标准、检验方法、操作规程等的情况均应当有记录，并立即报

告主管人员及质量管理部门，应当有清楚的说明，重大偏差应

当由质量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进行彻底调查，并有调查报

告。偏差调查报告应当由质量管理部门的指定人员审核并

签字。

企业还应当采取预防措施有效防止类似偏差的再次

发生。

第二百五十一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负责偏差的分类，
保存偏差调查、处理的文件和记录。

第六节　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第二百五十二条　企业应当建立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系
统，对投诉、召回、偏差、自检或外部检查结果、工艺性能和质

量监测趋势等进行调查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调查的深度

和形式应当与风险的级别相适应。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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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能够增进对产品和工艺的理解，改进产品和工艺。

第二百五十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的
操作规程，内容至少包括：

（一）对投诉、召回、偏差、自检或外部检查结果、工艺性

能和质量监测趋势以及其他来源的质量数据进行分析，确定

已有和潜在的质量问题。必要时，应当采用适当的统计学

方法；

（二）调查与产品、工艺和质量保证系统有关的原因；

（三）确定所需采取的纠正和预防措施，防止问题的再次

发生；

（四）评估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充分性；

（五）对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过程中所有发生的变更应

当予以记录；

（六）确保相关信息已传递到质量受权人和预防问题再

次发生的直接负责人；

（七）确保相关信息及其纠正和预防措施已通过高层管

理人员的评审。

第二百五十四条　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应当有文件记
录，并由质量管理部门保存。

第七节　供应商的评估和批准

第二百五十五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对所有生产用物料
的供应商进行质量评估，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物料供应商

（尤其是生产商）的质量体系进行现场质量审计，并对质量评

估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行使否决权。

主要物料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企业所生产的药品质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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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物料用量以及物料对药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等因素。

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不得干

扰或妨碍质量管理部门对物料供应商独立作出质量评估。

第二百五十六条　应当建立物料供应商评估和批准的操
作规程，明确供应商的资质、选择的原则、质量评估方式、评估

标准、物料供应商批准的程序。

如质量评估需采用现场质量审计方式的，还应当明确审

计内容、周期、审计人员的组成及资质。需采用样品小批量试

生产的，还应当明确生产批量、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标准、稳定

性考察方案。

第二百五十七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物料
供应商质量评估和现场质量审计，分发经批准的合格供应商

名单。被指定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关的法规和专业知识，具有

足够的质量评估和现场质量审计的实践经验。

第二百五十八条　现场质量审计应当核实供应商资质证
明文件和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核实是否具备检验条件。应当

对其人员机构、厂房设施和设备、物料管理、生产工艺流程和

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设备、仪器、文件管理等进行检

查，以全面评估其质量保证系统。现场质量审计应当有报告。

第二百五十九条　必要时，应当对主要物料供应商提供
的样品进行小批量试生产，并对试生产的药品进行稳定性

考察。

第二百六十条　质量管理部门对物料供应商的评估至少
应当包括：供应商的资质证明文件、质量标准、检验报告、企业

对物料样品的检验数据和报告。如进行现场质量审计和样品

小批量试生产的，还应当包括现场质量审计报告，以及小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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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质量检验报告和稳定性考察报告。

第二百六十一条　改变物料供应商，应当对新的供应商
进行质量评估；改变主要物料供应商的，还需要对产品进行相

关的验证及稳定性考察。

第二百六十二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向物料管理部门分
发经批准的合格供应商名单，该名单内容至少包括物料名称、

规格、质量标准、生产商名称和地址、经销商（如有）名称等，

并及时更新。

第二百六十三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与主要物料供应商
签订质量协议，在协议中应当明确双方所承担的质量责任。

第二百六十四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物料供应商
进行评估或现场质量审计，回顾分析物料质量检验结果、质量

投诉和不合格处理记录。如物料出现质量问题或生产条件、

工艺、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可能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发生

重大改变时，还应当尽快进行相关的现场质量审计。

第二百六十五条　企业应当对每家物料供应商建立质量
档案，档案内容应当包括供应商的资质证明文件、质量协议、

质量标准、样品检验数据和报告、供应商的检验报告、现场质

量审计报告、产品稳定性考察报告、定期的质量回顾分析报

告等。

第八节　产品质量回顾分析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按照操作规程，每年对所有生产
的药品按品种进行产品质量回顾分析，以确认工艺稳定可靠，

以及原辅料、成品现行质量标准的适用性，及时发现不良趋

势，确定产品及工艺改进的方向。应当考虑以往回顾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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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还应当对产品质量回顾分析的有效性进行自检。

当有合理的科学依据时，可按照产品的剂型分类进行质

量回顾，如固体制剂、液体制剂和无菌制剂等。

回顾分析应当有报告。

企业至少应当对下列情形进行回顾分析：

（一）产品所用原辅料的所有变更，尤其是来自新供应商

的原辅料；

（二）关键中间控制点及成品的检验结果；

（三）所有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批次及其调查；

（四）所有重大偏差及相关的调查、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和

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五）生产工艺或检验方法等的所有变更；

（六）已批准或备案的药品注册所有变更；

（七）稳定性考察的结果及任何不良趋势；

（八）所有因质量原因造成的退货、投诉、召回及调查；

（九）与产品工艺或设备相关的纠正措施的执行情况和

效果；

（十）新获批准和有变更的药品，按照注册要求上市后应

当完成的工作情况；

（十一）相关设备和设施，如空调净化系统、水系统、压缩

空气等的确认状态；

（十二）委托生产或检验的技术合同履行情况。

第二百六十七条　应当对回顾分析的结果进行评估，提
出是否需要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或进行再确认或再验证的评

估意见及理由，并及时、有效地完成整改。

第二百六十八条　药品委托生产时，委托方和受托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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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应当有书面的技术协议，规定产品质量回顾分析中各方的

责任，确保产品质量回顾分析按时进行并符合要求。

第九节　投诉与不良反应报告

第二百六十九条　应当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
理制度，设立专门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管理。

第二百七十条　应当主动收集药品不良反应，对不良反
应应当详细记录、评价、调查和处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可能

存在的风险，并按照要求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百七十一条　应当建立操作规程，规定投诉登记、评
价、调查和处理的程序，并规定因可能的产品缺陷发生投诉时

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考虑是否有必要从市场召回药品。

第二百七十二条　应当有专人及足够的辅助人员负责进
行质量投诉的调查和处理，所有投诉、调查的信息应当向质量

受权人通报。

第二百七十三条　所有投诉都应当登记与审核，与产品
质量缺陷有关的投诉，应当详细记录投诉的各个细节，并进行

调查。

第二百七十四条　发现或怀疑某批药品存在缺陷，应当
考虑检查其他批次的药品，查明其是否受到影响。

第二百七十五条　投诉调查和处理应当有记录，并注明
所查相关批次产品的信息。

第二百七十六条　应当定期回顾分析投诉记录，以便发
现需要警觉、重复出现以及可能需要从市场召回药品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百七十七条　企业出现生产失误、药品变质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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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质量问题，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还应当向当地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一章　委托生产与委托检验

第一节　原　则

第二百七十八条　为确保委托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委托检
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委托方和受托方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明

确规定各方责任、委托生产或委托检验的内容及相关的技术

事项。

第二百七十九条　委托生产或委托检验的所有活动，包
括在技术或其他方面拟采取的任何变更，均应当符合药品生

产许可和注册的有关要求。

第二节　委托方

第二百八十条　委托方应当对受托方进行评估，对受托
方的条件、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情况进行现场考核，确认其具

有完成受托工作的能力，并能保证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第二百八十一条　委托方应当向受托方提供所有必要的
资料，以使受托方能够按照药品注册和其他法定要求正确实

施所委托的操作。

委托方应当使受托方充分了解与产品或操作相关的各种

问题，包括产品或操作对受托方的环境、厂房、设备、人员及其

他物料或产品可能造成的危害。

第二百八十二条　委托方应当对受托生产或检验的全过
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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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三条　委托方应当确保物料和产品符合相应
的质量标准。

第三节　受托方

第二百八十四条　受托方必须具备足够的厂房、设备、知
识和经验以及人员，满足委托方所委托的生产或检验工作的

要求。

第二百八十五条　受托方应当确保所收到委托方提供的
物料、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适用于预定用途。

第二百八十六条　受托方不得从事对委托生产或检验的
产品质量有不利影响的活动。

第四节　合　同

第二百八十七条　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当
详细规定各自的产品生产和控制职责，其中的技术性条款应

当由具有制药技术、检验专业知识和熟悉本规范的主管人员

拟订。委托生产及检验的各项工作必须符合药品生产许可和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并经双方同意。

第二百八十八条　合同应当详细规定质量受权人批准放
行每批药品的程序，确保每批产品都已按照药品注册的要求

完成生产和检验。

第二百八十九条　合同应当规定何方负责物料的采购、
检验、放行、生产和质量控制（包括中间控制），还应当规定何

方负责取样和检验。

在委托检验的情况下，合同应当规定受托方是否在委托

方的厂房内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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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条　合同应当规定由受托方保存的生产、检
验和发运记录及样品，委托方应当能够随时调阅或检查；出现

投诉、怀疑产品有质量缺陷或召回时，委托方应当能够方便地

查阅所有与评价产品质量相关的记录。

第二百九十一条　合同应当明确规定委托方可以对受托
方进行检查或现场质量审计。

第二百九十二条　委托检验合同应当明确受托方有义务
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查。

第十二章　产品发运与召回

第一节　原　则

第二百九十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产品召回系统，必要时
可迅速、有效地从市场召回任何一批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

第二百九十四条　因质量原因退货和召回的产品，均应
当按照规定监督销毁，有证据证明退货产品质量未受影响的

除外。

第二节　发　运

第二百九十五条　每批产品均应当有发运记录。根据发
运记录，应当能够追查每批产品的销售情况，必要时应当能够

及时全部追回，发运记录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批

号、数量、收货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发货日期、运输方式等。

第二百九十六条　药品发运的零头包装只限两个批号为
一个合箱，合箱外应当标明全部批号，并建立合箱记录。

第二百九十七条　发运记录应当至少保存至药品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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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年。

第三节　召　回

第二百九十八条　应当制定召回操作规程，确保召回工
作的有效性。

第二百九十九条　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协调召回工
作，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人员。产品召回负责人应当独立于销

售和市场部门；如产品召回负责人不是质量受权人，则应当向

质量受权人通报召回处理情况。

第三百条　召回应当能够随时启动，并迅速实施。
第三百零一条　因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决定从市场召回

的，应当立即向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百零二条　产品召回负责人应当能够迅速查阅到药
品发运记录。

第三百零三条　已召回的产品应当有标识，并单独、妥善
贮存，等待最终处理决定。

第三百零四条　召回的进展过程应当有记录，并有最终
报告。产品发运数量、已召回数量以及数量平衡情况应当在

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三百零五条　应当定期对产品召回系统的有效性进行
评估。

第十三章　自　检

第一节　原　则

第三百零六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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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监控本规范的实施情况，评估企业是否符合本规范要

求，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第二节　自　检

第三百零七条　自检应当有计划，对机构与人员、厂房与
设施、设备、物料与产品、确认与验证、文件管理、生产管理、质

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委托生产与委托检验、产品发运与召回等

项目定期进行检查。

第三百零八条　应当由企业指定人员进行独立、系统、全
面的自检，也可由外部人员或专家进行独立的质量审计。

第三百零九条　自检应当有记录。自检完成后应当有自
检报告，内容至少包括自检过程中观察到的所有情况、评价的

结论以及提出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建议。自检情况应当报告企

业高层管理人员。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三百一十条　本规范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要
求。对无菌药品、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等药品或生产质量管理

活动的特殊要求，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附录方式另

行制定。

第三百一十一条　企业可以采用经过验证的替代方法，
达到本规范的要求。

第三百一十二条　本规范下列术语（按汉语拼音排序）
的含义是：

（一）包装

待包装产品变成成品所需的所有操作步骤，包括分装、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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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等。但无菌生产工艺中产品的无菌灌装，以及最终灭菌产

品的灌装等不视为包装。

（二）包装材料

药品包装所用的材料，包括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印刷包装材料，但不包括发运用的外包装材料。

（三）操作规程

经批准用来指导设备操作、维护与清洁、验证、环境控制、

取样和检验等药品生产活动的通用性文件，也称标准操作

规程。

（四）产品

包括药品的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和成品。

（五）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从最初的研发、上市直至退市的所有阶段。

（六）成品

已完成所有生产操作步骤和最终包装的产品。

（七）重新加工

将某一生产工序生产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一批中间产品

或待包装产品的一部分或全部，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进行再

加工，以符合预定的质量标准。

（八）待包装产品

尚未进行包装但已完成所有其他加工工序的产品。

（九）待验

指原辅料、包装材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或成品，采用

物理手段或其他有效方式将其隔离或区分，在允许用于投料

生产或上市销售之前贮存、等待作出放行决定的状态。

（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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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产过程中物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文件、生产用

模具等在企业内部流转的一系列操作。

（十一）复验期

原辅料、包装材料贮存一定时间后，为确保其仍适用于预

定用途，由企业确定的需重新检验的日期。

（十二）发运

指企业将产品发送到经销商或用户的一系列操作，包括

配货、运输等。

（十三）返工

将某一生产工序生产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一批中间产品

或待包装产品、成品的一部分或全部返回到之前的工序，采用

相同的生产工艺进行再加工，以符合预定的质量标准。

（十四）放行

对一批物料或产品进行质量评价，作出批准使用或投放

市场或其他决定的操作。

（十五）高层管理人员

在企业内部最高层指挥和控制企业、具有调动资源的权

力和职责的人员。

（十六）工艺规程

为生产特定数量的成品而制定的一个或一套文件，包括

生产处方、生产操作要求和包装操作要求，规定原辅料和包装

材料的数量、工艺参数和条件、加工说明（包括中间控制）、注

意事项等内容。

（十七）供应商

指物料、设备、仪器、试剂、服务等的提供方，如生产商、经

销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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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回收

在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将以前生产的一批或数批符合

相应质量要求的产品的一部分或全部，加入到另一批次中的

操作。

（十九）计算机化系统

用于报告或自动控制的集成系统，包括数据输入、电子处

理和信息输出。

（二十）交叉污染

不同原料、辅料及产品之间发生的相互污染。

（二十一）校准

在规定条件下，确定测量、记录、控制仪器或系统的示值

（尤指称量）或实物量具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的参照标准量

值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活动。

（二十二）阶段性生产方式

指在共用生产区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生产某一产品，再

对相应的共用生产区、设施、设备、工器具等进行彻底清洁，更

换生产另一种产品的方式。

（二十三）洁净区

需要对环境中尘粒及微生物数量进行控制的房间（区

域），其建筑结构、装备及其使用应当能够减少该区域内污染

物的引入、产生和滞留。

（二十四）警戒限度

系统的关键参数超出正常范围，但未达到纠偏限度，需要

引起警觉，可能需要采取纠正措施的限度标准。

（二十五）纠偏限度

系统的关键参数超出可接受标准，需要进行调查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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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措施的限度标准。

（二十六）检验结果超标

检验结果超出法定标准及企业制定标准的所有情形。

（二十七）批

经一个或若干加工过程生产的、具有预期均一质量和特

性的一定数量的原辅料、包装材料或成品。为完成某些生产

操作步骤，可能有必要将一批产品分成若干亚批，最终合并成

为一个均一的批。在连续生产情况下，批必须与生产中具有

预期均一特性的确定数量的产品相对应，批量可以是固定数

量或固定时间段内生产的产品量。

例如：口服或外用的固体、半固体制剂在成型或分装前使

用同一台混合设备一次混合所生产的均质产品为一批；口服

或外用的液体制剂以灌装（封）前经最后混合的药液所生产

的均质产品为一批。

（二十八）批号

用于识别一个特定批的具有唯一性的数字和（或）字母

的组合。

（二十九）批记录

用于记述每批药品生产、质量检验和放行审核的所有文

件和记录，可追溯所有与成品质量有关的历史信息。

（三十）气锁间

设置于两个或数个房间之间（如不同洁净度级别的房间

之间）的具有两扇或多扇门的隔离空间。设置气锁间的目的

是在人员或物料出入时，对气流进行控制。气锁间有人员气

锁间和物料气锁间。

（三十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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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规范中如无特别说明，企业特指药品生产企业。

（三十二）确认

证明厂房、设施、设备能正确运行并可达到预期结果的一

系列活动。

（三十三）退货

将药品退还给企业的活动。

（三十四）文件

本规范所指的文件包括质量标准、工艺规程、操作规程、

记录、报告等。

（三十五）物料

指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等。

例如：化学药品制剂的原料是指原料药；生物制品的原料

是指原材料；中药制剂的原料是指中药材、中药饮片和外购中

药提取物；原料药的原料是指用于原料药生产的除包装材料

以外的其他物料。

（三十六）物料平衡

产品或物料实际产量或实际用量及收集到的损耗之和与

理论产量或理论用量之间的比较，并考虑可允许的偏差范围。

（三十七）污染

在生产、取样、包装或重新包装、贮存或运输等操作过程

中，原辅料、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成品受到具有化学或微生

物特性的杂质或异物的不利影响。

（三十八）验证

证明任何操作规程（或方法）、生产工艺或系统能够达到

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

（三十九）印刷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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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具有特定式样和印刷内容的包装材料，如印字铝箔、标

签、说明书、纸盒等。

（四十）原辅料

除包装材料之外，药品生产中使用的任何物料。

（四十一）中间产品

指完成部分加工步骤的产品，尚需进一步加工方可成为

待包装产品。

（四十二）中间控制

也称过程控制，指为确保产品符合有关标准，生产中对工

艺过程加以监控，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调节而做的各项检查。

可将对环境或设备控制视作中间控制的一部分。

第三百一十三条　本规范自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日起施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具体实施办

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

—２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

２０１１年第１６号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无菌
药品等５个附录的公告有关管理事宜的公告

根据卫生部令第７９号《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
修订）》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现发布无菌药品、原料药、生物制

品、血液制品及中药制剂等５个附录，作为《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自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日起
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１．无菌药品
２．原料药
３．生物制品
４．血液制品
５．中药制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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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无菌药品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无菌药品是指法定药品标准中列有无菌检查项
目的制剂和原料药，包括无菌制剂和无菌原料药。

第二条　本附录适用于无菌制剂生产全过程以及无菌原
料药的灭菌和无菌生产过程。

第二章　原　则

第三条　无菌药品的生产须满足其质量和预定用途的要
求，应当最大限度降低微生物、各种微粒和热原的污染。生产

人员的技能、所接受的培训及其工作态度是达到上述目标的

关键因素，无菌药品的生产必须严格按照精心设计并经验证

的方法及规程进行，产品的无菌或其它质量特性绝不能只依

赖于任何形式的最终处理或成品检验（包括无菌检查）。

第四条　无菌药品按生产工艺可分为两类：采用最终灭
菌工艺的为最终灭菌产品；部分或全部工序采用无菌生产工

艺的为非最终灭菌产品。

第五条　无菌药品生产的人员、设备和物料应通过气锁
间进入洁净区，采用机械连续传输物料的，应当用正压气流保

护并监测压差。

第六条　物料准备、产品配制和灌装或分装等操作必须
在洁净区内分区域（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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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应当根据产品特性、工艺和设备等因素，确定无
菌药品生产用洁净区的级别。每一步生产操作的环境都应当

达到适当的动态洁净度标准，尽可能降低产品或所处理的物

料被微粒或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第三章　洁净度级别及监测

第八条　洁净区的设计必须符合相应的洁净度要求，包
括达到“静态”和“动态”的标准。

第九条　无菌药品生产所需的洁净区可分为以下４个级别：
Ａ级：高风险操作区，如灌装区、放置胶塞桶和与无菌制

剂直接接触的敞口包装容器的区域及无菌装配或连接操作的

区域，应当用单向流操作台（罩）维持该区的环境状态。单向

流系统在其工作区域必须均匀送风，风速为０．３６－０．５４ｍ／ｓ
（指导值）。应当有数据证明单向流的状态并经过验证。

在密闭的隔离操作器或手套箱内，可使用较低的风速。

Ｂ级：指无菌配制和灌装等高风险操作 Ａ级洁净区所处
的背景区域。

Ｃ级和Ｄ级：指无菌药品生产过程中重要程度较低操作
步骤的洁净区。

以上各级别空气悬浮粒子的标准规定如下表：

洁净度

级别

悬浮粒子最大允许数／立方米
静态 动态（３）

≥０．５μｍ ≥５．０μｍ（２） ≥０．５μｍ ≥５．０μｍ
Ａ级（１） ３５２０ ２０ ３５２０ ２０
Ｂ级 ３５２０ ２９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Ｃ级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Ｄ级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不作规定 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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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为确认 Ａ级洁净区的级别，每个采样点的采样量不

得少于１立方米。Ａ级洁净区空气悬浮粒子的级别为ＩＳＯ４．
８，以≥５．０μｍ的悬浮粒子为限度标准。Ｂ级洁净区（静态）
的空气悬浮粒子的级别为ＩＳＯ５，同时包括表中两种粒径的悬
浮粒子。对于Ｃ级洁净区（静态和动态）而言，空气悬浮粒子
的级别分别为ＩＳＯ７和ＩＳＯ８。对于 Ｄ级洁净区（静态）空气
悬浮粒子的级别为ＩＳＯ８。测试方法可参照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

（２）在确认级别时，应当使用采样管较短的便携式尘埃
粒子计数器，避免≥５．０μｍ悬浮粒子在远程采样系统的长采
样管中沉降。在单向流系统中，应当采用等动力学的取样头。

（３）动态测试可在常规操作、培养基模拟灌装过程中进
行，证明达到动态的洁净度级别，但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要求

在“最差状况”下进行动态测试。

第十条　应当按以下要求对洁净区的悬浮粒子进行动态
监测：

（一）根据洁净度级别和空气净化系统确认的结果及风

险评估，确定取样点的位置并进行日常动态监控。

（二）在关键操作的全过程中，包括设备组装操作，应当

对Ａ级洁净区进行悬浮粒子监测。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如活
生物、放射危害）可能损坏尘埃粒子计数器时，应当在设备调

试操作和模拟操作期间进行测试。Ａ级洁净区监测的频率及
取样量，应能及时发现所有人为干预、偶发事件及任何系统的

损坏。灌装或分装时，由于产品本身产生粒子或液滴，允许灌

装点≥５．０μｍ的悬浮粒子出现不符合标准的情况。
（三）在Ｂ级洁净区可采用与 Ａ级洁净区相似的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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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根据Ｂ级洁净区对相邻Ａ级洁净区的影响程度，调整
采样频率和采样量。

（四）悬浮粒子的监测系统应当考虑采样管的长度和弯

管的半径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五）日常监测的采样量可与洁净度级别和空气净化系

统确认时的空气采样量不同。

（六）在Ａ级洁净区和Ｂ级洁净区，连续或有规律地出现
少量≥５．０μｍ的悬浮粒子时，应当进行调查。

（七）生产操作全部结束、操作人员撤出生产现场并经１５
～２０分钟（指导值）自净后，洁净区的悬浮粒子应当达到表中
的“静态”标准。

（八）应当按照质量风险管理的原则对 Ｃ级洁净区和 Ｄ
级洁净区（必要时）进行动态监测。监控要求以及警戒限度

和纠偏限度可根据操作的性质确定，但自净时间应当达到规

定要求。

（九）应当根据产品及操作的性质制定温度、相对湿度等

参数，这些参数不应对规定的洁净度造成不良影响。

第十一条　应当对微生物进行动态监测，评估无菌生产
的微生物状况。监测方法有沉降菌法、定量空气浮游菌采样

法和表面取样法（如棉签擦拭法和接触碟法）等。动态取样

应当避免对洁净区造成不良影响。成品批记录的审核应当包

括环境监测的结果。

对表面和操作人员的监测，应当在关键操作完成后进行。

在正常的生产操作监测外，可在系统验证、清洁或消毒等操作

完成后增加微生物监测。

洁净区微生物监测的动态标准（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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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度

级别

浮游菌

ｃｆｕ／ｍ３
沉降菌（９０ｍｍ）

ｃｆｕ／４小时（２）

表面微生物

接触（５５ｍｍ）

ｃｆｕ／碟

５指手套

ｃｆｕ／手套
Ａ级 ＜１ ＜１ ＜１ ＜１
Ｂ级 １０ ５ ５ ５
Ｃ级 １００ ５０ ２５ －
Ｄ级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注：

（１）表中各数值均为平均值。

（２）单个沉降碟的暴露时间可以少于４小时，同一位置可使用多

个沉降碟连续进行监测并累积计数。

第十二条　 应当制定适当的悬浮粒子和微生物监测警
戒限度和纠偏限度。操作规程中应当详细说明结果超标时需

采取的纠偏措施。

第十三条　 无菌药品的生产操作环境可参照表格中的
示例进行选择。

洁净度级别 最终灭菌产品生产操作示例

Ｃ级背景下的

局部Ａ级
高污染风险（１）的产品灌装（或灌封）

Ｃ级

１．产品灌装（或灌封）；

２．高污染风险（２）产品的配制和过滤；

３．眼用制剂、无菌软膏剂、无菌混悬剂等的配制、

灌装（或灌封）；

４．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器具最终清洗后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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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级

１．轧盖；

２．灌装前物料的准备；

３．产品配制（指浓配或采用密闭系统的配制）和

过滤；

４．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器具的最终清洗。

　　注：

（１）此处的高污染风险是指产品容易长菌、灌装速度慢、灌装用

容器为广口瓶、容器须暴露数秒后方可密封等状况；

（２）此处的高污染风险是指产品容易长菌、配制后需等待较长时

间方可灭菌或不在密闭系统中配制等状况。

洁净度级别 非最终灭菌产品的无菌生产操作示例

Ｂ级背景下

的Ａ级

１．处于未完全密封（１）状态下产品的操作和转运，如

产品灌装（或灌封）、分装、压塞、轧盖（２）等；

２．灌装前无法除菌过滤的药液或产品的配制；

３．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器具灭菌后的装配以及

处于未完全密封状态下的转运和存放；

４．无菌原料药的粉碎、过筛、混合、分装。

Ｂ级

１．处于未完全密封（１）状态下的产品

置于完全密封容器内的转运；

２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器具灭菌后处于密闭容

器内的转运和存放。

Ｃ级
１．灌装前可除菌过滤的药液或产品的配制；

２．产品的过滤。

Ｄ级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器具的最终清洗、装配或

包装、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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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轧盖前产品视为处于未完全密封状态。

（２）根据已压塞产品的密封性、轧盖设备的设计、铝盖的特性等

因素，轧盖操作可选择在Ｃ级或Ｄ级背景下的Ａ级送风环境中进行。

Ａ级送风环境应当至少符合Ａ级区的静态要求。

第四章　 隔离操作技术

第十四条　高污染风险的操作宜在隔离操作器中完成。

隔离操作器及其所处环境的设计，应当能够保证相应区域空

气的质量达到设定标准。传输装置可设计成单门或双门，也

可是同灭菌设备相连的全密封系统。

物品进出隔离操作器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污染。

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取决于其设计及应用，无菌生产的

隔离操作器所处的环境至少应为Ｄ级洁净区。
第十五条　隔离操作器只有经过适当的确认后方可投入

使用。确认时应当考虑隔离技术的所有关键因素，如隔离系

统内部和外部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隔离操作器的消毒、传递

操作以及隔离系统的完整性。

第十六条　隔离操作器和隔离用袖管或手套系统应当进
行常规监测，包括经常进行必要的检漏试验。

第五章　 吹灌封技术

第十七条　用于生产非最终灭菌产品的吹灌封设备自身

应装有Ａ级空气风淋装置，人员着装应当符合Ａ／Ｂ级洁净区
的式样，该设备至少应当安装在 Ｃ级洁净区环境中。在静态
条件下，此环境的悬浮粒子和微生物均应当达到标准，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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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此环境的微生物应当达到标准。

用于生产最终灭菌产品的吹灌封设备至少应当安装在Ｄ
级洁净区环境中。

第十八条　因吹灌封技术的特殊性，应当特别注意设备
的设计和确认、在线清洁和在线灭菌的验证及结果的重现性、

设备所处的洁净区环境、操作人员的培训和着装，以及设备关

键区域内的操作，包括灌装开始前设备的无菌装配。

第六章　人　员

第十九条　洁净区内的人数应当严加控制，检查和监督
应当尽可能在无菌生产的洁净区外进行。

第二十条　凡在洁净区工作的人员（包括清洁工和设备
维修工）应当定期培训，使无菌药品的操作符合要求。培训

的内容应当包括卫生和微生物方面的基础知识。未受培训的

外部人员（如外部施工人员或维修人员）在生产期间需进入

洁净区时，应当对他们进行特别详细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从事动物组织加工处理的人员或者从事与
当前生产无关的微生物培养的工作人员通常不得进入无菌药

品生产区，不可避免时，应当严格执行相关的人员净化操作

规程。

第二十二条　从事无菌药品生产的员工应当随时报告任
何可能导致污染的异常情况，包括污染的类型和程度。当员

工由于健康状况可能导致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大时，应当由指

定的人员采取适当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应当按照操作规程更衣和洗手，尽可能减
少对洁净区的污染或将污染物带入洁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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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工作服及其质量应当与生产操作的要求及
操作区的洁净度级别相适应，其式样和穿着方式应当能够满

足保护产品和人员的要求。各洁净区的着装要求规定如下：

Ｄ级洁净区：应当将头发、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应当穿
合适的工作服和鞋子或鞋套。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带

入洁净区外的污染物。

Ｃ级洁净区：应当将头发、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应当戴
口罩。应当穿手腕处可收紧的连体服或衣裤分开的工作服，

并穿适当的鞋子或鞋套。工作服应当不脱落纤维或微粒。

Ａ／Ｂ级洁净区：应当用头罩将所有头发以及胡须等相关
部位全部遮盖，头罩应当塞进衣领内，应当戴口罩以防散发飞

沫，必要时戴防护目镜。应当戴经灭菌且无颗粒物（如滑石

粉）散发的橡胶或塑料手套，穿经灭菌或消毒的脚套，裤腿应

当塞进脚套内，袖口应当塞进手套内。工作服应为灭菌的连

体工作服，不脱落纤维或微粒，并能滞留身体散发的微粒。

第二十五条　个人外衣不得带入通向 Ｂ级或 Ｃ级洁净
区的更衣室。每位员工每次进入Ａ／Ｂ级洁净区，应当更换无
菌工作服；或每班至少更换一次，但应当用监测结果证明这种

方法的可行性。操作期间应当经常消毒手套，并在必要时更

换口罩和手套。

第二十六条　洁净区所用工作服的清洗和处理方式应当
能够保证其不携带有污染物，不会污染洁净区。应当按照相

关操作规程进行工作服的清洗、灭菌，洗衣间最好单独设置。

第七章　厂　房

第二十七条　洁净厂房的设计，应当尽可能避免管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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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人员不必要的进入。Ｂ级洁净区的设计应当能够使管理
或监控人员从外部观察到内部的操作。

第二十八条　为减少尘埃积聚并便于清洁，洁净区内货
架、柜子、设备等不得有难清洁的部位。门的设计应当便于

清洁。

第二十九条　无菌生产的Ａ／Ｂ级洁净区内禁止设置水池
和地漏。在其它洁净区内，水池或地漏应当有适当的设计、布

局和维护，并安装易于清洁且带有空气阻断功能的装置以防倒

灌。同外部排水系统的连接方式应当能够防止微生物的侵入。

第三十条　应当按照气锁方式设计更衣室，使更衣的不
同阶段分开，尽可能避免工作服被微生物和微粒污染。更衣

室应当有足够的换气次数。更衣室后段的静态级别应当与其

相应洁净区的级别相同。必要时，可将进入和离开洁净区的

更衣间分开设置。一般情况下，洗手设施只能安装在更衣的

第一阶段。

第三十一条　气锁间两侧的门不得同时打开。可采用连
锁系统或光学或（和）声学的报警系统防止两侧的门同时

打开。

第三十二条　在任何运行状态下，洁净区通过适当的送
风应当能够确保对周围低级别区域的正压，维持良好的气流

方向，保证有效的净化能力。

应当特别保护已清洁的与产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和器

具及产品直接暴露的操作区域。

当使用或生产某些致病性、剧毒、放射性或活病毒、活细

菌的物料与产品时，空气净化系统的送风和压差应当适当调

整，防止有害物质外溢。必要时，生产操作的设备及该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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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应当作去污染处理（如排风口安装过滤器）。

第三十三条　应当能够证明所用气流方式不会导致污染
风险并有记录（如烟雾试验的录像）。

第三十四条　应设送风机组故障的报警系统。应当在压
差十分重要的相邻级别区之间安装压差表。压差数据应当定

期记录或者归入有关文挡中。

第三十五条　轧盖会产生大量微粒，应当设置单独的轧
盖区域并设置适当的抽风装置。不单独设置轧盖区域的，应

当能够证明轧盖操作对产品质量没有不利影响。

第八章　设　备

第三十六条　除传送带本身能连续灭菌（如隧道式灭菌
设备）外，传送带不得在 Ａ／Ｂ级洁净区与低级别洁净区之间
穿越。

第三十七条　生产设备及辅助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当
尽可能便于在洁净区外进行操作、保养和维修。需灭菌的设

备应当尽可能在完全装配后进行灭菌。

第三十八条　无菌药品生产的洁净区空气净化系统应当
保持连续运行，维持相应的洁净度级别。因故停机再次开启

空气净化系统，应当进行必要的测试以确认仍能达到规定的

洁净度级别要求。

第三十九条　在洁净区内进行设备维修时，如洁净度或
无菌状态遭到破坏，应当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洁、消毒或灭

菌，待监测合格方可重新开始生产操作。

第四十条　关键设备，如灭菌柜、空气净化系统和工艺用
水系统等，应当经过确认，并进行计划性维护，经批准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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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第四十一条　过滤器应当尽可能不脱落纤维。严禁使用
含石棉的过滤器。过滤器不得因与产品发生反应、释放物质

或吸附作用而对产品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十二条　进入无菌生产区的生产用气体（如压缩空
气、氮气，但不包括可燃性气体）均应经过除菌过滤，应当定

期检查除菌过滤器和呼吸过滤器的完整性。

第九章　消　毒

第四十三条　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对洁净区进行清洁和消
毒。一般情况下，所采用消毒剂的种类应当多于一种。不得

用紫外线消毒替代化学消毒。应当定期进行环境监测，及时

发现耐受菌株及污染情况。

第四十四条　应当监测消毒剂和清洁剂的微生物污染状
况，配制后的消毒剂和清洁剂应当存放在清洁容器内，存放期

不得超过规定时限。Ａ／Ｂ级洁净区应当使用无菌的或经无菌
处理的消毒剂和清洁剂。

第四十五条　必要时，可采用熏蒸的方法降低洁净区内
卫生死角的微生物污染，应当验证熏蒸剂的残留水平。

第十章　生产管理

第四十六条　生产的每个阶段（包括灭菌前的各阶段）
应当采取措施降低污染。

第四十七条　无菌生产工艺的验证应当包括培养基模拟
灌装试验。

应当根据产品的剂型、培养基的选择性、澄清度、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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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的适用性选择培养基。应当尽可能模拟常规的无菌生产

工艺，包括所有对无菌结果有影响的关键操作，及生产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干预和最差条件。

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的首次验证，每班次应当连续进行

３次合格试验。空气净化系统、设备、生产工艺及人员重大变
更后，应当重复进行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培养基模拟灌装

试验通常应当按照生产工艺每班次半年进行１次，每次至少
一批。

培养基灌装容器的数量应当足以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批

量较小的产品，培养基灌装的数量应当至少等于产品的批量。

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的目标是零污染，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一）灌装数量少于５０００支时，不得检出污染品。
（二）灌装数量在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支时：
１．有１支污染，需调查，可考虑重复试验；
２．有２支污染，需调查后，进行再验证。
（三）灌装数量超过１００００支时：
１．有１支污染，需调查；
２．有２支污染，需调查后，进行再验证。
（四）发生任何微生物污染时，均应当进行调查。

第四十八条　应当采取措施保证验证不能对生产造成不
良影响。

第四十九条　无菌原料药精制、无菌药品配制、直接接触
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器具等最终清洗、Ａ／Ｂ级洁净区内消毒剂
和清洁剂配制的用水应当符合注射用水的质量标准。

第五十条　必要时，应当定期监测制药用水的细菌内毒
素，保存监测结果及所采取纠偏措施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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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当无菌生产正在进行时，应当特别注意减
少洁净区内的各种活动。应当减少人员走动，避免剧烈活动

散发过多的微粒和微生物。由于所穿工作服的特性，环境的

温湿度应当保证操作人员的舒适性。

第五十二条　应当尽可能减少物料的微生物污染程度。
必要时，物料的质量标准中应当包括微生物限度、细菌内毒素

或热原检查项目。

第五十三条　洁净区内应当避免使用易脱落纤维的容器
和物料；在无菌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使用此类容器和物料。

第五十四条　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最终产品的微粒
污染。

第五十五条　最终清洗后包装材料、容器和设备的处理
应当避免被再次污染。

第五十六条　应当尽可能缩短包装材料、容器和设备的
清洗、干燥和灭菌的间隔时间以及灭菌至使用的间隔时间。

应当建立规定贮存条件下的间隔时间控制标准。

第五十七条　应当尽可能缩短药液从开始配制到灭菌
（或除菌过滤）的间隔时间。应当根据产品的特性及贮存条

件建立相应的间隔时间控制标准。

第五十八条　应当根据所用灭菌方法的效果确定灭菌前
产品微生物污染水平的监控标准，并定期监控。必要时，还应

当监控热原或细菌内毒素。

第五十九条　无菌生产所用的包装材料、容器、设备和任
何其它物品都应当灭菌，并通过双扉灭菌柜进入无菌生产区，

或以其它方式进入无菌生产区，但应当避免引入污染。

第六十条　除另有规定外，无菌药品批次划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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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小）容量注射剂以同一配液罐最终一次配制的

药液所生产的均质产品为一批；同一批产品如用不同的灭菌

设备或同一灭菌设备分次灭菌的，应当可以追溯；

（二）粉针剂以一批无菌原料药在同一连续生产周期内

生产的均 质产品为一批；

（三）冻干产品以同一批配制的药液使用同一台冻干设

备在同一生产周期内生产的均质产品为一批；

（四）眼用制剂、软膏剂、乳剂和混悬剂等以同一配制罐

最终一次配制所生产的均质产品为一批。

第十一章　灭菌工艺

第六十一条　无菌药品应当尽可能采用加热方式进行最
终灭菌，最终灭菌产品中的微生物存活概率（即无菌保证水

平，ＳＡＬ）不得高于１０－６。采用湿热灭菌方法进行最终灭菌
的，通常标准灭菌时间 Ｆ０值应当大于８分钟，流通蒸汽处理
不属于最终灭菌。

对热不稳定的产品，可采用无菌生产操作或过滤除菌的

替代方法。

第六十二条　可采用湿热、干热、离子辐射、环氧乙烷或
过滤除菌的方式进行灭菌。每一种灭菌方式都有其特定的适

用范围，灭菌工艺必须与注册批准的要求相一致，且应当经过

验证。

第六十三条　任何灭菌工艺在投入使用前，必须采用物
理检测手段和生物指示剂，验证其对产品或物品的适用性及

所有部位达到了灭菌效果。

第六十四条　应当定期对灭菌工艺的有效性进行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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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一次）。设备重大变更后，须进行再验证。应当保

存再验证记录。

第六十五条　所有的待灭菌物品均须按规定的要求处
理，以获得良好的灭菌效果，灭菌工艺的设计应当保证符合灭

菌要求。

第六十六条　应当通过验证确认灭菌设备腔室内待灭菌
产品和物品的装载方式。

第六十七条　应当按照供应商的要求保存和使用生物指
示剂，并通过阳性对照试验确认其质量。

使用生物指示剂时，应当采取严格管理措施，防止由此所

致的微生物污染。

第六十八条　应当有明确区分已灭菌产品和待灭菌产品
的方法。每一车（盘或其它装载设备）产品或物料均应贴签，

清晰地注明品名、批号并标明是否已经灭菌。必要时，可用湿

热灭菌指示带加以区分。

第六十九条　每一次灭菌操作应当有灭菌记录，并作为
产品放行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章　灭菌方法

第七十条　热力灭菌通常有湿热灭菌和干热灭菌，应当
符合以下要求：

（一）在验证和生产过程中，用于监测或记录的温度探头

与用于控制的温度探头应当分别设置，设置的位置应当通过

验证确定。每次灭菌均应记录灭菌过程的时间－温度曲线。
采用自控和监测系统的，应当经过验证，保证符合关键工

艺的要求。自控和监测系统应当能够记录系统以及工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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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并有操作人员监控。应当定期将独立的

温度显示器的读数与灭菌过程中记录获得的图谱进行对照。

（二）可使用化学或生物指示剂监控灭菌工艺，但不得替

代物理测试。

（三）应当监测每种装载方式所需升温时间，且从所有被

灭菌产品或物品达到设定的灭菌温度后开始计算灭菌时间。

（四）应当有措施防止已灭菌产品或物品在冷却过程中

被污染。除非能证明生产过程中可剔除任何渗漏的产品或物

品，任何与产品或物品相接触的冷却用介质（液体或气体）应

当经过灭菌或除菌处理。

第七十一条　湿热灭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湿热灭菌工艺监测的参数应当包括灭菌时间、温度

或压力。

腔室底部装有排水口的灭菌柜，必要时应当测定并记录

该点在灭菌全过程中的温度数据。灭菌工艺中包括抽真空操

作的，应当定期对腔室作检漏测试。

（二）除已密封的产品外，被灭菌物品应当用合适的材料

适当包扎，所用材料及包扎方式应当有利于空气排放、蒸汽穿

透并在灭菌后能防止污染。在规定的温度和时间内，被灭菌

物品所有部位均应与灭菌介质充分接触。

第七十二条　干热灭菌符合以下要求：
（一）干热灭菌时，灭菌柜腔室内的空气应当循环并保持

正压，阻止非无菌空气进入。进入腔室的空气应当经过高效

过滤器过滤，高效过滤器应当经过完整性测试。

（二）干热灭菌用于去除热原时，验证应当包括细菌内毒

素挑战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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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热灭菌过程中的温度、时间和腔室内、外压差应

当有记录。

第七十三条　辐射灭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经证明对产品质量没有不利影响的，方可采用辐射

灭菌。辐射灭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注册批

准的相关要求。

（二）辐射灭菌工艺应当经过验证。验证方案应当包括

辐射剂量、辐射时间、包装材质、装载方式，并考察包装密度变

化对灭菌效果的影响。

（三）辐射灭菌过程中，应当采用剂量指示剂测定辐射

剂量。

（四）生物指示剂可作为一种附加的监控手段。

（五）应当有措施防止已辐射物品与未辐射物品的混淆。

在每个包装上均应有辐射后能产生颜色变化的辐射指示片。

（六）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总辐射剂量标准。

（七）辐射灭菌应当有记录。

第七十四条　环氧乙烷灭菌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环氧乙烷灭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

注册批准的相关要求。

（二）灭菌工艺验证应当能够证明环氧乙烷对产品不会

造成破坏性影响，且针对不同产品或物料所设定的排气条件

和时间，能够保证所有残留气体及反应产物降至设定的合格

限度。

（三）应当采取措施避免微生物被包藏在晶体或干燥的

蛋白质内，保证灭菌气体与微生物直接接触。应当确认被灭

菌物品的包装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对灭菌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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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灭菌物品达到灭菌工艺所规定的温、湿度条件

后，应当尽快通入灭菌气体，保证灭菌效果。

（五）每次灭菌时，应当将适当的、一定数量的生物指示

剂放置在被灭菌物品的不同部位，监测灭菌效果，监测结果应

当纳入相应的批记录。

（六）每次灭菌记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完成整个灭菌过程

的时间、灭菌过程中腔室的压力、温度和湿度、环氧乙烷的浓

度及总消耗量。应当记录整个灭菌过程的压力和温度，灭菌

曲线应当纳入相应的批记录。

（七）灭菌后的物品应当存放在受控的通风环境中，以便

将残留的气体及反应产物降至规定的限度内。

第七十五条　非最终灭菌产品的过滤除菌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

（一）可最终灭菌的产品不得以过滤除菌工艺替代最终

灭菌工艺。如果药品不能在其最终包装容器中灭菌，可用０．
２２μｍ（更小或相同过滤效力）的除菌过滤器将药液滤入预先
灭菌的容器内。由于除菌过滤器不能将病毒或支原体全部滤

除，可采用热处理方法来弥补除菌过滤的不足。

（二）应当采取措施降低过滤除菌的风险。宜安装第二

只已灭菌的除菌过滤器再次过滤药液，最终的除菌过滤滤器

应当尽可能接近灌装点。

（三）除菌过滤器使用后，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立即对其

完整性进行检查并记录。常用的方法有起泡点试验、扩散流

试验或压力保持试验。

（四）过滤除菌工艺应当经过验证，验证中应当确定过滤

一定量药液所需时间及过滤器二侧的压力。任何明显偏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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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时间或压力的情况应当有记录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

归入批记录。

（五）同一规格和型号的除菌过滤器使用时限应当经过

验证，一般不得超过一个工作日。

第十三章　无菌药品的最终处理

第七十六条　小瓶压塞后应当尽快完成轧盖，轧盖前离开
无菌操作区或房间的，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产品受到污染。

第七十七条　无菌药品包装容器的密封性应当经过验
证，避免产品遭受污染。

熔封的产品（如玻璃安瓿或塑料安瓿）应当作１００％的检
漏试验，其它包装容器的密封性应当根据操作规程进行抽样

检查。

第七十八条　在抽真空状态下密封的产品包装容器，应
当在预先确定的适当时间后，检查其真空度。

第七十九条　应当逐一对无菌药品的外部污染或其它缺
陷进行检查。如采用灯检法，应当在符合要求的条件下进行

检查，灯检人员连续灯检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定期检查灯检

人员的视力。如果采用其它检查方法，该方法应当经过验证，

定期检查设备的性能并记录。

第十四章　质量控制

第八十条　无菌检查的取样计划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
制定，样品应当包括微生物污染风险最大的产品。无菌检查

样品的取样至少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无菌灌装产品的样品必须包括最初、最终灌装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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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灌装过程中发生较大偏差后的产品；

（二）最终灭菌产品应当从可能的灭菌冷点处取样；

（三）同一批产品经多个灭菌设备或同一灭菌设备分次

灭菌的，样品应当从各个／次灭菌设备中抽取。

第十五章　术　语

第八十一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吹灌封设备

指将热塑性材料吹制成容器并完成灌装和密封的全自动

机器，可连续进行吹塑、灌装、密封（简称吹灌封）操作。

（二）动态

指生产设备按预定的工艺模式运行并有规定数量的操作

人员在现场操作的状态。

（三）单向流

指空气朝着同一个方向，以稳定均匀的方式和足够的速

率流动。单向流能持续清除关键操作区域的颗粒。

（四）隔离操作器

指配备Ｂ级（ＩＳＯ５级）或更高洁净度级别的空气净化装
置，并能使其内部环境始终与外界环境（如其所在洁净室和

操作人员）完全隔离的装置或系统。

（五）静态

指所有生产设备均已安装就绪，但没有生产活动且无操

作人员在场的状态。

（六）密封

指将容器或器具用适宜的方式封闭，以防止外部微生物

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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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原料药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非无菌原料药生产及无菌原料药
生产中非无菌生产工序的操作。

第二条　原料药生产的起点及工序应当与注册批准的要
求一致。

第二章　 厂房与设施

第三条　非无菌原料药精制、干燥、粉碎、包装等生产操
作的暴露环境应当按照Ｄ级洁净区的要求设置。

第四条　质量标准中有热原或细菌内毒素等检验项目
的，厂房的设计应当特别注意防止微生物污染，根据产品的预

定用途、工艺要求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第五条　质量控制实验室通常应当与生产区分开。当生
产操作不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且检验操作对生产也无不

利影响时，中间控制实验室可设在生产区内。

第三章　设　备

第六条　设备所需的润滑剂、加热或冷却介质等，应当避
免与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直接接触，以免影响中间产品或原料

药的质量。当任何偏离上述要求的情况发生时，应当进行评

估和恰当处理，保证对产品的质量和用途无不良影响。

第七条　生产宜使用密闭设备；密闭设备、管道可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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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室外。使用敞口设备或打开设备操作时，应当有避免污染

的措施。

第八条　使用同一设备生产多种中间体或原料药品种
的，应当说明设备可以共用的合理性，并有防止交叉污染的

措施。

第九条　难以清洁的设备或部件应当专用。
第十条　设备的清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同一设备连续生产同一原料药或阶段性生产连续

数个批次时，宜间隔适当的时间对设备进行清洁，防止污染物

（如降解产物、微生物）的累积。如有影响原料药质量的残留

物，更换批次时，必须对设备进行彻底的清洁。

（二）非专用设备更换品种生产前，必须对设备（特别是

从粗品精制开始的非专用设备）进行彻底的清洁，防止交叉

污染。

（三）对残留物的可接受标准、清洁操作规程和清洁剂的

选择，应当有明确规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非无菌原料药精制工艺用水至少应当符合纯
化水的质量标准。

第四章　物　料

第十二条　进厂物料应当有正确标识，经取样（或检验
合格）后，可与现有的库存（如储槽中的溶剂或物料）混合，经

放行后混合物料方可使用。应当有防止将物料错放到现有库

存中的操作规程。

第十三条　采用非专用槽车运送的大宗物料，应当采取
适当措施避免来自槽车所致的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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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大的贮存容器及其所附配件、进料管路和出
料管路都应当有适当的标识。

第十五条　应当对每批物料至少做一项鉴别试验。如原
料药生产企业有供应商审计系统时，供应商的检验报告可以

用来替代其它项目的测试。

第十六条　工艺助剂、有害或有剧毒的原料、其它特殊物
料或转移到本企业另一生产场地的物料可以免检，但必须取

得供应商的检验报告，且检验报告显示这些物料符合规定的

质量标准，还应当对其容器、标签和批号进行目检予以确认。

免检应当说明理由并有正式记录。

第十七条　应当对首次采购的最初三批物料全检合格
后，方可对后续批次进行部分项目的检验，但应当定期进行全

检，并与供应商的检验报告比较。应当定期评估供应商检验

报告的可靠性、准确性。

第十八条　可在室外存放的物料，应当存放在适当容器
中，有清晰的标识，并在开启和使用前应当进行适当清洁。

第十九条　必要时（如长期存放或贮存在热或潮湿的环
境中），应当根据情况重新评估物料的质量，确定其适用性。

第五章　验　证

第二十条　应当在工艺验证前确定产品的关键质量属
性、影响产品关键质量属性的关键工艺参数、常规生产和工艺

控制中的关键工艺参数范围，通过验证证明工艺操作的重

现性。

关键质量属性和工艺参数通常在研发阶段或根据历史资

料和数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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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验证应当包括对原料药质量（尤其是纯度
和杂质等）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操作。

第二十二条　验证的方式：
（一）原料药生产工艺的验证方法一般应为前验证。因

原料药不经常生产、批数不多或生产工艺已有变更等原因，难

以从原料药的重复性生产获得现成的数据时，可进行同步

验证。

（二）如没有发生因原料、设备、系统、设施或生产工艺改

变而对原料药质量有影响的重大变更时，可例外进行回顾性

验证。该验证方法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关键质量属性和关键工艺参数均已确定；
２．已设定合适的中间控制项目和合格标准；
３．除操作人员失误或设备故障外，从未出现较大的工艺

或产品不合格的问题；

４．已明确原料药的杂质情况。
（三）回顾性验证的批次应当是验证阶段中有代表性的

生产批次，包括不合格批次。应当有足够多的批次数，以证明

工艺的稳定。必要时，可用留样检验获得的数据作为回顾性

验证的补充。

第二十三条　验证计划：
（一）应当根据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工艺变更的类别决

定工艺验证的运行次数。前验证和同步验证通常采用连续的

三个合格批次，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批次才能保证工

艺的一致性（如复杂的原料药生产工艺，或周期很长的原料

药生产工艺）。

（二）工艺验证期间，应当对关键工艺参数进行监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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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无关的参数（如与节能或设备使用相关控制的参数），无

需列入工艺验证中。

（三）工艺验证应当证明每种原料药中的杂质都在规定

的限度内，并与工艺研发阶段确定的杂质限度或者关键的临

床和毒理研究批次的杂质数据相当。

第二十四条　清洁验证：
（一）清洁操作规程通常应当进行验证。清洁验证一般

应当针对污染物、所用物料对原料药质量有最大风险的状况

及工艺步骤。

（二）清洁操作规程的验证应当反映设备实际的使用情

况。如果多个原料药或中间产品共用同一设备生产，且采用

同一操作规程进行清洁的，则可选择有代表性的中间产品或

原料药作为清洁验证的参照物。应当根据溶解度、难以清洁

的程度以及残留物的限度来选择清洁参照物，而残留物的限

度则需根据活性、毒性和稳定性确定。

（三）清洁验证方案应当详细描述需清洁的对象、清洁操

作规程、选用的清洁剂、可接受限度、需监控的参数以及检验

方法。该方案还应当说明样品类型（化学或微生物）、取样位

置、取样方法和样品标识。专用生产设备且产品质量稳定的，

可采用目检法确定可接受限度。

（四）取样方法包括擦拭法、淋冼法或其它方法（如直接

萃取法），以对不溶性和可溶性残留物进行检验。

（五）应当采用经验证的灵敏度高的分析方法检测残留

物或污染物。每种分析方法的检测限必须足够灵敏，能检测

残留物或污染物的限度标准。应当确定分析方法可达到的回

收率。残留物的限度标准应当切实可行，并根据最有害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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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物来确定，可根据原料药的药理、毒理或生理活性来确定，

也可根据原料药生产中最有害的组分来确定。

（六）对需控制热原或细菌内毒素污染水平的生产工艺，

应当在设备清洁验证文件中有详细阐述。

（七）清洁操作规程经验证后应当按验证中设定的检验

方法定期进行监测，保证日常生产中操作规程的有效性。

第六章 　文　件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对产品质量
的影响程度、物料的特性以及对供应商的质量评估情况，确定

合理的物料质量标准。

第二十六条　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生产中使用的某些材
料，如工艺助剂、垫圈或其它材料，可能对质量有重要影响时，

也应当制定相应材料的质量标准。

第二十七条　原料药的生产工艺规程应当包括：
（一）所生产的中间产品或原料药名称。

（二）标有名称和代码的原料和中间产品的完整清单。

（三）准确陈述每种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投料量或投料比，

包括计量单位。如果投料量不固定，应当注明每种批量或产

率的计算方法。如有正当理由，可制定投料量合理变动的

范围。

（四）生产地点、主要设备（型号及材质等）。

（五）生产操作的详细说明，包括：

１．操作顺序；
２．所用工艺参数的范围；
３．取样方法说明，所用原料、中间产品及成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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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４．完成单个步骤或整个工艺过程的时限（如适用）；
５．按生产阶段或时限计算的预期收率范围；
６．必要时，需遵循的特殊预防措施、注意事项或有关参照

内容；

７．可保证中间产品或原料药适用性的贮存要求，包括标
签、包装材料和特殊贮存条件以及期限。

第七章　 生产管理

第二十八条　生产操作：
（一）原料应当在适宜的条件下称量，以免影响其适用

性。称量的装置应当具有与使用目的相适应的精度。

（二）如将物料分装后用于生产的，应当使用适当的分装

容器。分装容器应当有标识并标明以下内容：

１．物料的名称或代码；
２．接收批号或流水号；
３．分装容器中物料的重量或数量；
４．必要时，标明复验或重新评估日期。
（三）关键的称量或分装操作应当有复核或有类似的控

制手段。使用前，生产人员应当核实所用物料正确无误。

（四）应当将生产过程中指定步骤的实际收率与预期收

率比较。预期收率的范围应当根据以前的实验室、中试或生

产的数据来确定。应当对关键工艺步骤收率的偏差进行调

查，确定偏差对相关批次产品质量的影响或潜在影响。

（五）应当遵循工艺规程中有关时限控制的规定。发生

偏差时，应当作记录并进行评价。反应终点或加工步骤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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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根据中间控制的取样和检验来确定的，则不适用时限

控制。

（六）需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应当在适宜的条件下存

放，确保其适用性。

第二十九条　生产的中间控制和取样：
（一）应当综合考虑所生产原料药的特性、反应类型、工

艺步骤对产品质量影响的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控制标准、检验

类型和范围。前期生产的中间控制严格程度可较低，越接近

最终工序（如分离和纯化）中间控制越严格。

（二）有资质的生产部门人员可进行中间控制，并可在质

量管理部门事先批准的范围内对生产操作进行必要的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发生的中间控制检验结果超标通常不需要进行

调查。

（三）应当制定操作规程，详细规定中间产品和原料药的

取样方法。

（四）应当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取样，取样后样品密封完

好，防止所取的中间产品和原料药样品被污染。

第三十条　病毒的去除或灭活：
（一）应当按照经验证的操作规程进行病毒去除和灭活。

（二）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病毒去除和灭活操作后

可能的病毒污染。敞口操作区应当与其它操作区分开，并设

独立的空调净化系统。

（三）同一设备通常不得用于不同产品或同一产品不同

阶段的纯化操作。如果使用同一设备，应当采取适当的清洁

和消毒措施，防止病毒通过设备或环境由前次纯化操作带入

后续纯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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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原料药或中间产品的混合：
（一）本条中的混合指将符合同一质量标准的原料药或

中间产品合并，以得到均一产品的工艺过程。将来自同一批

次的各部分产品（如同一结晶批号的中间产品分数次离心）

在生产中进行合并，或将几个批次的中间产品合并在一起作

进一步加工，可作为生产工艺的组成部分，不视为混合。

（二）不得将不合格批次与其它合格批次混合。

（三）拟混合的每批产品均应当按照规定的工艺生产、单

独检验，并符合相应质量标准。

（四）混合操作可包括：

１．将数个小批次混合以增加批量；
２．将同一原料药的多批零头产品混合成为一个批次。
（五）混合过程应当加以控制并有完整记录，混合后的批

次应当进行检验，确认其符合质量标准。

（六）混合的批记录应当能够追溯到参与混合的每个单

独批次。

（七）物理性质至关重要的原料药（如用于口服固体制剂

或混悬剂的原料药），其混合工艺应当进行验证，验证包括证

明混合批次的质量均一性及对关键特性（如粒径分布、松密

度和堆密度）的检测。

（八）混合可能对产品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对

最终混合的批次进行稳定性考察。

（九）混合批次的有效期应当根据参与混合的最早批次

产品的生产日期确定。

第三十二条 　生产批次的划分原则：
（一）连续生产的原料药，在一定时间间隔内生产的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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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度内的均质产品为一批。

（二）间歇生产的原料药，可由一定数量的产品经最后混

合所得的在规定限度内的均质产品为一批。

第三十三条　污染的控制：
（一）同一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残留物带入后续数个批

次中的，应当严格控制。带入的残留物不得引入降解物或微

生物污染，也不得对原料药的杂质分布产生不利影响。

（二）生产操作应当能够防止中间产品或原料药被其它

物料污染。

（三）原料药精制后的操作，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污染。

第三十四条　原料药或中间产品的包装：
（一）容器应当能够保护中间产品和原料药，使其在运输

和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不变质、不受污染。容器不得因与产品

发生反应、释放物质或吸附作用而影响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

质量。

（二）应当对容器进行清洁，如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性质

有要求时，还应当进行消毒，确保其适用性。

（三）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对可以重复使用的容器进行清

洁，并去除或涂毁容器上原有的标签。

（四）应当对需外运的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容器采取适

当的封装措施，便于发现封装状态的变化。

第八章　不合格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处理

第三十五条　不合格的中间产品和原料药可按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的要求进行返工或重新加工。不合格物料的

最终处理情况应当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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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返工：
（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中间产品或原料药可重复既定

生产工艺中的步骤，进行重结晶等其它物理、化学处理，如蒸

馏、过滤、层析、粉碎方法。

（二）多数批次都要进行的返工，应当作为一个工艺步骤

列入常规的生产工艺中。

（三）除已列入常规生产工艺的返工外，应当对将未反应

的物料返回至某一工艺步骤并重复进行化学反应的返工进行

评估，确保中间产品或原料药的质量未受到生成副产物和过

度反应物的不利影响。

（四）经中间控制检测表明某一工艺步骤尚未完成，仍可

按正常工艺继续操作，不属于返工。

第三十七条　 重新加工：
（一）应当对重新加工的批次进行评估、检验及必要的稳

定性考察，并有完整的文件和记录，证明重新加工后的产品与

原工艺生产的产品质量相同。可采用同步验证的方式确定重

新加工的操作规程和预期结果。

（二）应当按照经验证的操作规程进行重新加工，将重新

加工的每个批次的杂质分布与正常工艺生产的批次进行比

较。常规检验方法不足以说明重新加工批次特性的，还应当

采用其他的方法。

第三十八条　物料和溶剂的回收：
（一）回收反应物、中间产品或原料药（如从母液或滤液

中回收），应当有经批准的回收操作规程，且回收的物料或产

品符合与预定用途相适应的质量标准。

（二）溶剂可以回收。回收的溶剂在同品种相同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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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步骤中重新使用的，应当对回收过程进行控制和监测，

确保回收的溶剂符合适当的质量标准。回收的溶剂用于其它

品种的，应当证明不会对产品质量有不利影响。

（三）未使用过和回收的溶剂混合时，应当有足够的数据

表明其对生产工艺的适用性。

（四）回收的母液和溶剂以及其它回收物料的回收与使

用，应当有完整、可追溯的记录，并定期检测杂质。

第九章　 质量管理

第三十九条　原料药质量标准应当包括对杂质的控制
（如有机杂质、无机杂质、残留溶剂）。原料药有微生物或细

菌内毒素控制要求的，还应当制定相应的限度标准。

第四十条　按受控的常规生产工艺生产的每种原料药应
当有杂质档案。杂质档案应当描述产品中存在的已知和未知

的杂质情况，注明观察到的每一杂质的鉴别或定性分析指标

（如保留时间）、杂质含量范围，以及已确认杂质的类别（如有

机杂质、无机杂质、溶剂）。杂质分布一般与原料药的生产工

艺和所用起始原料有关，从植物或动物组织制得的原料药、发

酵生产的原料药的杂质档案通常不一定有杂质分布图。

第四十一条　应当定期将产品的杂质分析资料与注册申
报资料中的杂质档案，或与以往的杂质数据相比较，查明原

料、设备运行参数和生产工艺的变更所致原料药质量的变化。

第四十二条　原料药的持续稳定性考察：
（一）稳定性考察样品的包装方式和包装材质应当与上

市产品相同或相仿。

（二）正常批量生产的最初三批产品应当列入持续稳定

—６２１—



性考察计划，以进一步确认有效期。

（三）有效期短的原料药，在进行持续稳定性考察时应适

当增加检验频次。

第十章　采用传统发酵工艺生产
原料药的特殊要求

　　第四十三条　采用传统发酵工艺生产原料药的应当在生
产过程中采取防止微生物污染的措施。

第四十四条　工艺控制应当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一）工作菌种的维护。

（二）接种和扩增培养的控制。

（三）发酵过程中关键工艺参数的监控。

（四）菌体生长、产率的监控。

（五）收集和纯化工艺过程需保护中间产品和原料药不

受污染。

（六）在适当的生产阶段进行微生物污染水平监控，必要

时进行细菌内毒素监测。

第四十五条　必要时，应当验证培养基、宿主蛋白、其它
与工艺、产品有关的杂质和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第四十六条　菌种的维护和记录的保存：
（一）只有经授权的人员方能进入菌种存放的场所。

（二）菌种的贮存条件应当能够保持菌种生长能力达到

要求水平，并防止污染。

（三）菌种的使用和贮存条件应当有记录。

（四）应当对菌种定期监控，以确定其适用性。

（五）必要时应当进行菌种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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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菌种培养或发酵：
（一）在无菌操作条件下添加细胞基质、培养基、缓冲液

和气体，应当采用密闭或封闭系统。初始容器接种、转种或加

料（培养基、缓冲液）使用敞口容器操作的，应当有控制措施

避免污染。

（二）当微生物污染对原料药质量有影响时，敞口容器的

操作应当在适当的控制环境下进行。

（三）操作人员应当穿着适宜的工作服，并在处理培养基

时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

（四）应当对关键工艺参数（如温度、ｐＨ值、搅拌速度、通
气量、压力）进行监控，保证与规定的工艺一致。必要时，还应

当对菌体生长、产率进行监控。

（五）必要时，发酵设备应当清洁、消毒或灭菌。

（六）菌种培养基使用前应当灭菌。

（七）应当制定监测各工序微生物污染的操作规程，并规

定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评估微生物污染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确

定消除污染使设备恢复到正常的生产条件。处理被污染的生

产物料时，应当对发酵过程中检出的外源微生物进行鉴别，必

要时评估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八）应当保存所有微生物污染和处理的记录。

（九）更换品种生产时，应当对清洁后的共用设备进行必

要的检测，将交叉污染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第四十八条　收获、分离和纯化：
（一）收获步骤中的破碎后除去菌体或菌体碎片、收集菌

体组分的操作区和所用设备的设计，应当能够将污染风险降

低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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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括菌体灭活、菌体碎片或培养基组分去除在内的

收获及纯化，应当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采取措施减少产品的

降解和污染，保证所得产品具有持续稳定的质量。

（三）分离和纯化采用敞口操作的，其环境应当能够保证

产品质量。

（四）设备用于多个产品的收获、分离、纯化时，应当增加

相应的控制措施，如使用专用的层析介质或进行额外的检验。

第十一章　术　语

第四十九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传统发酵

指利用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或用传统方法（如辐照或化

学诱变）改良的微生物来生产原料药的工艺。用“传统发酵”

生产的原料药通常是小分子产品，如抗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和糖类。

（二）非无菌原料药

法定药品标准中未列有无菌检查项目的原料药。

（三）关键质量属性

指某种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微生物学的性质，应当有适

当限度、范围或分布，保证预期的产品质量。

（四）工艺助剂

在原料药或中间产品生产中起辅助作用、本身不参与化

学或生物学反应的物料（如助滤剂、活性炭，但不包括溶剂）。

（五）母液

结晶或分离后剩下的残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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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生物

制品附录修订稿的公告
（２０２０年第５８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实施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十条规定，对《生物制品》附
录进行了修订，现作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
订）》配套文件予以发布。本附录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其中，对于附录第５９条，企业采用实时采集数据的信息化系
统记录数据的，因信息化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应在２０２２年７
月１日前符合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附件：生物制品

国家药监局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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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物制品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３日，２０２０年第５８号公告修订）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生物制品的制备方法是控制产品质量的关键因
素。采用下列制备方法的生物制品属本附录适用的范围：

（一）微生物和细胞培养，包括ＤＮＡ重组或杂交瘤技术；
（二）生物组织提取；

（三）通过胚胎或动物体内的活生物体繁殖。

第二条　本附录所指生物制品包括：疫苗、抗毒素及抗血
清、血液制品、细胞因子、生长因子、酶、按药品管理的体内及

体外诊断制品，以及其它生物活性制剂，如毒素、抗原、变态反

应原、单克隆抗体、抗原抗体复合物、免疫调节剂及微生态制

剂等。

第三条　生物制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应当符合本附录要
求和国家相关规定。

第二章　原　则

第四条　生物制品具有以下特殊性，应当对生物制品的
生产过程和中间产品的检验进行特殊控制：

（一）生物制品的生产涉及生物过程和生物材料，如细胞

培养、活生物体材料提取等。这些生产过程存在固有的可变

性，因而其副产物的范围和特性也存在可变性，甚至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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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用的物料也是污染微生物生长的良好培养基。

（二）生物制品质量控制所使用的生物学分析技术通常

比理化测定具有更大的可变性。

（三）为提高产品效价（免疫原性）或维持生物活性，常需

在成品中加入佐剂或保护剂，致使部分检验项目不能在制成

成品后进行。

第五条　 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生物制品生产检定

用菌毒种管理规程等建立完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应当

对包括生物原材料、辅料、生产制造过程及检定等整个生物制

品生产活动的生物安全进行评估，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第三章　人　员

第六条　应当加强对关键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培训内容
至少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安全防护、技术标准等，并应当每年

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考核。

从事生物制品生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其他相关人员

（包括清洁、维修人员）均应根据其生产的制品和所从事的生

产操作进行专业知识和安全防护要求的培训。

第七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
人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微生物学、生物学、免疫学、生

物化学、生物制品学等），并能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履行

职责。

疫苗生产企业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

受权人应当具有药学、医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

中级以上职称），并具有５年以上从事相关领域生产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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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以保证能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履行职责，并承担相关

责任。

第八条　根据生物安全评估结果，对生产、维修、检定、动
物饲养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接种相应的疫苗，需经体检合

格，并纳入个人健康档案。

第九条　患有传染病、皮肤病以及皮肤有伤口者、对产品
质量和安全性有潜在不利影响的人员，均不得进入生产区进

行操作或质量检验。

未经批准的人员不得进入生产操作区。

第十条　从事卡介苗或结核菌素生产的人员应当定期进
行肺部Ｘ光透视或其它相关项目健康状况检查；不应从事接
触其他感染性病原体的工作，特别是不应从事结核分枝杆菌

强毒株相关工作，也不得从事其他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应暴

露在有已知结核感染风险的环境下。从事卡介苗或结核菌素

生产的工作人员、动物房人员需要进入其他生产车间的，需经

体检合格。

第十一条　生产期间，未采用规定的去污染措施，不得从
接触活有机体或动物体的区域穿越到生产其它产品或处理不

同有机体的区域中去。

第十二条　从事生产操作的人员应当与动物饲养人员分
开，不得兼任。

第四章　厂房与设备

第十三条　生物制品生产环境的空气洁净度级别应当与
产品和生产操作相适应，厂房与设施不应对原料、中间体和成

品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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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生产过程中涉及高危因子的操作，其空气净
化系统等设施还应当符合特殊要求。

第十五条　生物制品的生产操作应当在符合下表中规定
的相应级别的洁净区内进行，未列出的操作可参照下表在适

当级别的洁净区内进行：

洁净度级别 生物制品生产操作示例

Ｂ级背景下的

局部Ａ级

附录一无菌药品中非最终灭菌产品规定的各工

序灌装前不经除菌过滤的制品其配制、合并等

Ｃ级
体外免疫诊断试剂的阳性血清的分装、抗原与

抗体的分装

Ｄ级

原料血浆的合并、组分分离、分装前的巴氏消毒

口服制剂其发酵培养密闭系统环境（暴露部分

需无菌操作）

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等体外免疫试剂的配液、分

装、干燥、内包装

　　第十六条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某些特定活生物体的阶
段，应当根据产品特性和设备情况，采取相应的预防交叉污染

措施，如使用专用厂房和设备、阶段性生产方式、使用密闭系

统等。

第十七条　灭活疫苗（包括基因重组疫苗）、类毒素和细
菌提取物等产品灭活后，可交替使用同一灌装间和灌装、冻干

设施。每次分装后，应当采取充分的去污染措施，必要时应当

进行灭菌和清洗。

第十八条　卡介苗和结核菌素生产厂房必须与其它制品
生产厂房严格分开，生产中涉及活生物的生产设备应当专用。

第十九条　致病性芽胞菌操作直至灭活过程完成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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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专用设施。炭疽杆菌、肉毒梭状芽胞杆菌和破伤风梭状

芽胞杆菌制品须在相应专用设施内生产。

第二十条　其它种类芽孢菌产品，在某一设施或一套设
施中分期轮换生产芽胞菌制品时，在任何时间只能生产一种

产品。

第二十一条　使用密闭系统进行生物发酵的可以在同一
区域同时生产，如单克隆抗体和重组ＤＮＡ制品。

第二十二条　无菌制剂生产加工区域应当符合洁净度级
别要求，并保持相对正压；操作有致病作用的微生物应当在专

门的区域内进行，并保持相对负压；采用无菌工艺处理病原体

的负压区或生物安全柜，其周围环境应当是相对正压的洁

净区。

第二十三条　有菌（毒）操作区应当有独立的空气净化
系统。来自病原体操作区的空气不得循环使用；来自危险度

为二类以上病原体操作区的空气应当通过除菌过滤器排放，

滤器的性能应当定期检查。

第二十四条　用于加工处理活生物体的生产操作区和设
备应当便于清洁和去污染，清洁和去污染的有效性应当经过

验证。

第二十五条　用于活生物体培养的设备应当能够防止培
养物受到外源污染。

第二十六条　管道系统、阀门和呼吸过滤器应当便于清
洁和灭菌。宜采用在线清洁、在线灭菌系统。密闭容器（如发

酵罐）的阀门应当能用蒸汽灭菌。呼吸过滤器应为疏水性材

质，且使用效期应当经验证。

第二十七条　应当定期确认涉及菌毒种或产品直接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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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离、封闭系统无泄漏风险。

第二十八条　生产过程中被病原体污染的物品和设备应
当与未使用的灭菌物品和设备分开，并有明显标志。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过程中，如需要称量某些添加剂或
成分（如缓冲液），生产区域可存放少量物料。

第三十条　洁净区内设置的冷库和恒温室，应当采取有
效的隔离和防止污染的措施，避免对生产区造成污染。

第五章　 动物房及相关事项

第三十一条　用于生物制品生产的动物房、质量检定动
物房、生产区应当各自分开。动物房的设计、建造及动物饲养

管理要求等，应当符合实验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应当对生产及检验用动物的健康状况进行
监控并有相应详细记录，内容至少包括动物来源、动物繁殖和

饲养条件、动物健康情况等。

第三十三条　生产和检定用动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的要求。

第六章　生产管理

第三十四条　当原辅料的检验周期较长时，允许检验完
成前投入使用，但只有全部检验结果符合标准时，成品才能

放行。

第三十五条　生产和检定用细胞需建立完善的细胞库系
统（细胞种子、主细胞库和工作细胞库）。细胞库系统的建

立、维护和检定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

第三十六条　生产和检定用菌毒种应当建立完善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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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系统（原始种子、主种子批和工作种子批）。菌毒种种子批

系统的建立、维护、保存和检定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的要求。

第三十七条　应当通过连续批次产品的一致性确认种子
批、细胞库的适用性。种子批和细胞库建立、保存和使用的方

式，应当能够避免污染或变异的风险。

第三十八条　种子批或细胞库和成品之间的传代数目
（倍增次数、传代次数）应当与已批准注册资料中的规定一

致，不应随生产规模变化而改变。

第三十九条　应当在适当受控环境下建立种子批和细胞
库，以保护种子批、细胞库以及操作人员。在建立种子批和细

胞库的过程中，操作人员不得在同一区域同时处理不同活性

或具有传染性的物料（如病毒、细胞系或细胞株）。

第四十条　在指定人员的监督下，经批准的人员才能进
行种子批和细胞库操作。未经批准不得接触种子批和细

胞库。

第四十一条　种子批与细胞库的来源、领用、制备、贮存
及其稳定性和复苏、使用情况应当有记录。储藏容器应当在

适当温度下保存，并有明确的标签。冷藏库的温度应当有连

续记录，液氮贮存条件应当有适当的监测。任何偏离贮存条

件的情况及纠正措施都应记录。库存台帐应当长期保存。

第四十二条　不同种子批或细胞库的贮存方式应当能够
防止差错、混淆或交叉污染。生产用种子批、细胞库应当在规

定的贮存条件下在不同地点分别保存，避免丢失。

第四十三条　在贮存期间，主种子批和工作种子批储存
条件应当一致；主细胞库和工作细胞库的储存条件应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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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批准或规定的按照批准或规定的条件储存。一旦取出使

用，不得再返回库内贮存。

第四十四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生物
制品分批的相关规定，对生物制品分批并编制批号。

第四十五条　疫苗制品的生产设计应使相关设备的生产
能力与生产规模相匹配。

第四十六条　为保证上市产品的溯源和追踪，半成品配
制应来源于一批原液，若采用多批次原液混合配制单批半成

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相关规定。

第四十七条　用于生产的培养基／培养液应与批准的一
致；培养基应进行适用性检查；禁止使用来自牛海绵状脑病疫

区的牛源性材料，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

要求。

第四十八条　向发酵罐或其它容器中加料或从中取样
时，应当检查并确保管路连接正确，并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

行，确保不发生污染和差错。

第四十九条　应当对产品的离心或混合操作采取隔离措
施，防止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悬浮微粒导致的活性微生物扩散。

第五十条　培养基宜在线灭菌。向发酵罐或反应罐中通
气以及添加培养基、酸、碱、消泡剂等成分所使用的过滤器宜

在线灭菌。

第五十一条　应当采用经过验证的工艺进行病毒去除或
灭活处理，操作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已处理的产品被再

次污染。

第五十二条　使用二类以上病原体进行生产时，对产生
的污物和可疑污染物品应当在原位消毒，完全灭活后方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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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作区。

第五十三条　应当明确规定层析分离柱的合格标准、清
洁或消毒方法。不同产品的纯化应当分别使用专用的层析介

质。不同批次之间，应当对层析分离柱进行清洁或消毒。不

得将同一层析分离介质用于生产的不同阶段。层析介质的保

存、再生及使用寿命应当经过验证。

第五十四条　对用于实验取样、检测或日常监测（如空
气采样器）的用具和设备，应当制定严格的清洁和消毒操作

规程，避免交叉污染。应当根据生产的风险程度对用具或设

备进行评估，必要时做到专物专区专用。

第七章　质量管理

第五十五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质量标准、相关质控要求对生物制品

原辅料、中间产品、原液及成品进行检验。

第五十六条　疫苗生产所用佐剂应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或备案的相关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一致；佐剂的供应商、

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变更应经过充分研究和验证，并按照国

家相关法规要求进行批准、备案或年度报告。

第五十七条　中间产品的检验应当在适当的生产阶段完
成，当检验周期较长时，可先进行后续工艺生产，待检验合格

后方可放行成品。

第五十八条　必要时，中间产品应当留样，以满足复试或
对中间控制确认的需要，留样数量应当充足，并在适宜条件下

贮存。

第五十九条　疫苗生产企业应采用信息化手段如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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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检验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数据，确保生产全过程持续符合

法定要求。对于人工操作（包括人工操作、观察及记录等）步

骤，应将该过程形成的数据及时录入相关信息化系统或转化

为电子数据，确保相关数据的真实、完整和可追溯。

第六十条　应当对生产过程中关键工艺（如发酵、纯化
等工艺）的相关参数进行连续监控，连续监控数据应当纳入

批记录。

第六十一条　采用连续培养工艺（如微载体培养）生产
的，应当根据工艺特点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要求。

第六十二条　应对疫苗等生物制品的质量进行趋势分
析，全面分析并及时处置工艺偏差及质量差异，对发生的偏差

应如实记录并定期回顾。

第八章　术　语

第六十三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原料

指生物制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生物材料和化学材

料，不包括辅料。

（二）辅料

指生物制品在配制过程中所使用的辅助材料，如佐剂、稳

定剂、赋形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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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血液

制品附录修订稿的公告
（２０２０年第７７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后，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
十条规定，对《血液制品》附录进行了修订，现作为《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予以发布。本附录自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血液制品

国家药监局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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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血液制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２０２０年第７７号公告修订）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所称血液制品，特指人血浆蛋白类制品。
本附录适用于人血液制品的生产管理、质量控制、贮存、发放、

运输和处理。

第二条　本附录中的血液制品生产包括从原料血浆接
收、入库贮存、复检、血浆组分分离、血液制品制备、检定到成

品入库的全过程。

第三条　生产血液制品用原料血浆的采集、检验、贮存和
运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血液制品生产用人

血浆”的规定和《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

第四条　血液制品的管理还应当符合本规范及其他适用
附录和国家相关规定。

第二章　原　则

第五条　原料血浆可能含有经血液传播疾病的病原体，
为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必须确保原料血浆的质量和来源的合

法性，必须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是病毒的去除和／
或灭活工序，必须对原辅料及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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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　员

第六条　企业负责人应当具有血液制品专业知识，并经
过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

第七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
（如微生物学、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等）本科学历（或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至少具有５年从事血液制
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其中，至少具有３年从事血
液制品生产的实践经验。

第八条　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人应当至少具有药
学或相关专业（如微生物学、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等）本

科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至少具有５
年从事血液制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其中，至少具

有３年从事血液制品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实践经验。
第九条　从事血液制品生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其他

相关人员（包括清洁、维修人员）应当经过生物安全防护的培

训，尤其是经过预防经血液传播疾病方面的知识培训。

第十条　境内从事血液制品生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
其他相关人员应当接种预防经血液传播疾病的疫苗。

第四章　厂房与设备

第十一条　血液制品的生产厂房应当为独立建筑物，不
得与其它药品共用，并使用专用的生产设施和设备。

第十二条　原料血浆、血液制品检验实验室应当符合国
务院《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家标准《实

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与企业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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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要求相适应的检验能力。企业应定期开展实验室能力评

估，确保实验结果准确、可靠和检验过程信息记录的真实、准

确、完整和可追溯。

第十三条　原料血浆和生产用合并血浆检验实验室应当
独立设置，使用专用检验设备，并应当有原位灭活或消毒的设

备。如有空调系统，应当独立设置。

第十四条　原料血浆破袋、合并、分离、提取、分装前的巴
氏灭活等工序至少在Ｄ级洁净区内进行。

第十五条　血浆融浆区域、组分分离区域以及病毒灭活
后生产区域应当彼此分开，生产设备应当专用，各区域应当有

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

第十六条　血液制品生产中，应当采取措施防止病毒去
除和／或灭活前、后制品的交叉污染。病毒去除和／或灭活后
的制品应当使用隔离的专用生产区域与设备，并使用独立的

空气净化系统。

第五章　 原料血浆

第十七条　企业对每批接收的原料血浆，应当检查以下
各项内容：

（一）原料血浆采集单位与法定部门批准的单采血浆站

一致；

（二）运输过程中的温度监控记录完整，温度符合要求，

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温度偏差，按照偏差处理规程进行处理，并

有相关记录；

（三）血浆袋的包装完整无破损；

（四）血浆袋上的标签内容完整，至少含有献血浆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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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识别号）、卡号、血型、血浆编号、采血浆日期、血浆重量及

单采血浆站名称等信息；

（五）血浆的检测符合要求，并附检测报告。

第十八条　原料血浆接收后，企业应当对每一人份血浆
进行复检，并有复检记录。原料血浆的质量应当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相关要求。企业对复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原料血浆应当按照规定销毁，不得用于投料生产，销毁情况应

写入年度质量回顾分析报告中。用于检测的血浆样本及血浆

样本留样不得用于生产。

企业应当对所有投料生产用原料血浆留样，至血浆投料

生产所有产品有效期届满后１年。原料血浆留样量应当满足
规定病毒的核酸、病毒标志物检测及复测等的用量要求，原料

血浆留样使用的容器应当满足留样期间样品保存、信息标识

等的需要。

第十九条　原料血浆检疫期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投产使用前，企业应当对每批放行的原料血

浆进行质量评价，内容应当包括：

（一）原料血浆采集单位与法定部门批准的单采血浆站

一致；

（二）贮存过程中的温度监控记录完整，温度符合要求，

贮存过程中出现的温度偏差，按照偏差处理规程进行处理，并

有相关记录；

（三）采用经批准的体外诊断试剂对每袋血浆进行复检

并符合要求；

（四）已达到检疫期管理的要求；

（五）血浆袋破损或复检不合格的血浆已剔除并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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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建立原料血浆的追溯系统，确保
每份血浆可追溯至献血浆者，并可向前追溯到献血浆者最后

一次采集的血浆之前至少６０天内所采集的血浆。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与单采血浆站建立信息交换系

统，出现下列情况应当及时交换信息：

（一）发现献血浆者不符合相关的健康标准；

（二）以前病原体标记为阴性的献血浆者，在随后采集到

的原料血浆中发现任何一种病原体标记为阳性；

（三）原料血浆复检结果不符合要求；

（四）发现未按规程要求对原料血浆进行病原体检测；

（五）献血浆者患有可经由血浆传播病原体（如 ＨＡＶ、
ＨＢＶ、ＨＣＶ和其他血源性传播肝炎病毒、ＨＩＶ及目前所知的
其它病原体）的疾病以及克－雅病或变异型新克 －雅病（ＣＪＤ
或ｖＣＪＤ）。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制定规程，明确规定出现第二十
二条中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应对措施。应当根据涉及的病原

体、投料量、检疫期、制品特性和生产工艺，对使用相关原料血

浆生产的血液制品的质量风险进行再评估，并重新审核批记

录。必要时应当召回已发放的成品。

第二十四条　发现已投料血浆中混有感染 ＨＩＶ、ＨＢＶ、
ＨＣＶ血浆的，应当立即停止全部产品的生产，封存用相应投
料血浆所生产的组分、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及成品，并向所

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企业应及时启动原因调

查，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风险控制措

施关闭且调查结束后，用相应投料血浆所生产的组分、中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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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待包装产品及成品应均予销毁。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当加强对单采血浆站的质量审核，
督促单采血浆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

原料血浆采集、供应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定期对单采血浆

站进行现场质量审核，至少每半年一次，并有质量审核书面

报告。

第六章　生产和质量控制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对原料血浆、血浆蛋白组分、中间
产品、成品的贮存、运输温度及条件进行验证。应当对贮存、

运输温度及条件进行监控，并有记录。

第二十七条　用于血浆中特定病原体（ＨＩＶ、ＨＢＶ、ＨＣＶ
及梅毒螺旋体）标记检查的体外诊断试剂，应当获得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体外诊断试剂验收入库、贮存、发放和使用

等应当与原辅料管理相同。

第二十八条　单份血浆按照生产规模混合后进行血液制
品各组分的提取前，企业应当根据产品工艺特点逐一对所有

合并容器中的合并血浆（或者分离冷沉淀后的合并血浆）留

取有代表性样品，并将样品保存至血浆投料生产所有产品有

效期届满后１年。合并血浆留样量应当满足规定病毒的核
酸、病毒标志物检测及复测等的用量要求。合并血浆留样使

用的容器应当满足留样期间样品保存、信息标识等的需要。

企业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对合并血浆进行取

样、检验，并均符合要求。合并血浆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继续用于生产，企业应当按照规定销毁，销毁情况应写入

年度质量回顾分析报告中。用于检测的合并血浆样本及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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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样本留样不得用于生产。

第二十九条　原料血浆解冻、破袋、化浆的操作人员应当
穿戴适当的防护服、面罩和手套。

第三十条　企业应当制定操作规程，定期对破袋、融浆的
生产过程进行环境监测，并逐一对所有合并容器中的合并血

浆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查，尽可能降低操作过程中的微生物

污染。

第三十一条　已经过病毒去除和／或灭活处理的产品与
尚未处理的产品应当有明显区分和标识，并应当采用适当的

方法避免不同产品的混淆、交叉污染，避免生产或质量控制操

作发生遗漏或差错。

第三十二条　不得用生产设施和设备进行病毒去除或灭
活方法的验证。

第三十三条　企业应当对成品开展有关病毒污染和安全
风险评估。经评估无法有效排除风险的，企业应当对成品开

展有关病毒标志物检测，以确保质量安全。

第三十四条　企业对血液制品的放行应当符合《生物制
品批签发管理办法》的要求。

第七章　不合格原料血浆、
中间产品、成品的处理

第三十五条　企业应当建立安全和有效地处理不合格原
料血浆、中间产品、成品的操作规程，处理应当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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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５：

中药制剂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中药材前处理、中药提取和中药
制剂的生产、质量控制、贮存、发放和运输。

第二条　民族药参照本附录执行。

第二章　原　则

第三条　中药制剂的质量与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
中药材前处理和中药提取工艺密切相关。应当对中药材和中

药饮片的质量以及中药材前处理、中药提取工艺严格控制。

在中药材前处理以及中药提取、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

措施控制微生物污染，防止变质。

第四条　中药材来源应当相对稳定。注射剂生产所用中
药材的产地应当与注册申报资料中的产地一致，并尽可能采

用规范化生产的中药材。

第三章　机构与人员

第五条　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应当有专人负责中药材和
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

第六条　专职负责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的人员应
当至少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药学、生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

至少有三年从事中药生产、质量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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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从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鉴别工作八年以上的实际工作

经验；

（二）具备鉴别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真伪优劣的能力；

（三）具备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控制的实际能力；

（四）根据所生产品种的需要，熟悉相关毒性中药材和中

药饮片的管理与处理要求。

第七条　专职负责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的人员主
要从事以下工作：

（一）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取样；

（二）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鉴别、质量评价与放行；

（三）负责中药材、中药饮片（包括毒性中药材和中药饮

片）专业知识的培训；

（四）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标本的收集、制作和管理。

第四章　厂房设施

第八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取样、筛选、称重、粉碎、混
合等操作易产生粉尘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粉尘扩

散，避免污染和交叉污染，如安装捕尘设备、排风设施或设置

专用厂房（操作间）等。

第九条　中药材前处理的厂房内应当设拣选工作台，工
作台表面应当平整、易清洁，不产生脱落物。

第十条　中药提取、浓缩等厂房应当与其生产工艺要求
相适应，有良好的排风、水蒸汽控制及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等

设施。

第十一条　中药提取、浓缩、收膏工序宜采用密闭系统进
行操作，并在线进行清洁，以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采用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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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产的，其操作环境可在非洁净区；采用敞口方式生产

的，其操作环境应当与其制剂配制操作区的洁净度级别相

适应。

第十二条　中药提取后的废渣如需暂存、处理时，应当有
专用区域。

第十三条　浸膏的配料、粉碎、过筛、混合等操作，其洁净
度级别应当与其制剂配制操作区的洁净度级别一致。中药饮

片经粉碎、过筛、混合后直接入药的，上述操作的厂房应当能

够密闭，有良好的通风、除尘等设施，人员、物料进出及生产操

作应当参照洁净区管理。

第十四条　中药注射剂浓配前的精制工序应当至少在Ｄ
级洁净区内完成。

第十五条　非创伤面外用中药制剂及其它特殊的中药制
剂可在非洁净厂房内生产，但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第十六条　中药标本室应当与生产区分开。

第五章　物　料

第十七条　对每次接收的中药材均应当按产地、采收时
间、采集部位、药材等级、药材外形（如全株或切断）、包装形

式等进行分类，分别编制批号并管理。

第十八条　接收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药提取物时，应当
核对外包装上的标识内容。中药材外包装上至少应当标明品

名、规格、产地、采收（加工）时间、调出单位、质量合格标志；

中药饮片外包装上至少应当标明品名、规格、产地、产品批号、

生产日期、生产企业名称、质量合格标志；中药提取物外包装

上至少应当标明品名、规格、批号、生产日期、贮存条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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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质量合格标志。

第十九条　中药饮片应当贮存在单独设置的库房中；贮
存鲜活中药材应当有适当的设施（如冷藏设施）。

第二十条　毒性和易串味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当分别
设置专库（柜）存放。

第二十一条　仓库内应当配备适当的设施，并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以及中药制剂按照

法定标准的规定贮存，符合其温、湿度或照度的特殊要求，并

进行监控。

第二十二条　贮存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当定期养护管
理，仓库应当保持空气流通，应当配备相应的设施或采取安全

有效的养护方法，防止昆虫、鸟类或啮齿类动物等进入，防止

任何动物随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带入仓储区而造成污染和交叉

污染。

第二十三条　在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可靠的措施，
防止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以及中药制剂发生变质。

第六章　文件管理

第二十四条　应当制定控制产品质量的生产工艺规程和
其它标准文件：

（一）制定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养护制度，并分类制定养护

操作规程；

（二）制定每种中药材前处理、中药提取、中药制剂的生

产工艺和工序操作规程，各关键工序的技术参数必须明确，

如：标准投料量、提取、浓缩、精制、干燥、过筛、混合、贮存等要

求，并明确相应的贮存条件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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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投料量等因素，制定

每种中药提取物的收率限度范围；

（四）制定每种经过前处理后的中药材、中药提取物、中

间产品、中药制剂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第二十五条　应当对从中药材的前处理到中药提取物整
个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卫生和质量管理情况进行记录，并符合

下列要求：

（一）当几个批号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混合投料时，应当

记录本次投料所用每批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批号和数量。

（二）中药提取各生产工序的操作至少应当有以下记录：

１．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名称、批号、投料量及监督投料
记录；

２．提取工艺的设备编号、相关溶剂、浸泡时间、升温时间、
提取时间、提取温度、提取次数、溶剂回收等记录；

３．浓缩和干燥工艺的设备编号、温度、浸膏干燥时间、浸
膏数量记录；

４．精制工艺的设备编号、溶剂使用情况、精制条件、收率
等记录；

５．其它工序的生产操作记录；
６．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废渣处理的记录。

第七章　生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中药材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拣选、整理、剪
切、洗涤、浸润或其它炮制加工。未经处理的中药材不得直接

用于提取加工。

第二十七条　中药注射剂所需的原药材应当由企业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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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行加工处理。

第二十八条　鲜用中药材采收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投
料，可存放的鲜用中药材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贮存，贮存的条

件和期限应当有规定并经验证，不得对产品质量和预定用途

有不利影响。

第二十九条　在生产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措施防止微生
物污染：

（一）处理后的中药材不得直接接触地面，不得露天

干燥；

（二）应当使用流动的工艺用水洗涤拣选后的中药材，用

过的水不得用于洗涤其它药材，不同的中药材不得同时在同

一容器中洗涤。

第三十条　毒性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操作应当有防止污
染和交叉污染的措施。

第三十一条　中药材洗涤、浸润、提取用水的质量标准不
得低于饮用水标准，无菌制剂的提取用水应当采用纯化水。

第三十二条　中药提取用溶剂需回收使用的，应当制定
回收操作规程。回收后溶剂的再使用不得对产品造成交叉污

染，不得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有不利影响。

第八章　质量管理

第三十三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药
品标准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药材标准和中药炮制规范，

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根据对中药制剂质量的影响程度，在相

关的质量标准中增加必要的质量控制项目。

第三十四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控制项目应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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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包括：

（一）鉴别；

（二）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中所含有关成分的定性或定量

指标；

（三）已粉碎生药的粒度检查；

（四）直接入药的中药粉末入药前的微生物限度检查；

（五）外购的中药饮片可增加相应原药材的检验项目；

（六）国家药品标准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药材标准和

中药炮制规范中包含的其它检验项目。

第三十五条　中药提取、精制过程中使用有机溶剂的，如
溶剂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有不利影响时，应当在中药提取物

和中药制剂的质量标准中增加残留溶剂限度。

第三十六条　应当对回收溶剂制定与其预定用途相适应
的质量标准。

第三十七条　应当建立生产所用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标
本，如原植（动、矿）物、中药材使用部位、经批准的替代品、伪

品等标本。

第三十八条　对使用的每种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当根据
其特性和贮存条件，规定贮存期限和复验期。

第三十九条　应当根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
中间产品的特性和包装方式以及稳定性考察结果，确定其贮

存条件和贮存期限。

第四十条　每批中药材或中药饮片应当留样，留样量至
少能满足鉴别的需要，留样时间应当有规定；用于中药注射剂

的中药材或中药饮片的留样，应当保存至使用该批中药材或

中药饮片生产的最后一批制剂产品放行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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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贮存期间各种养护操作
应当有记录。

第九章　委托生产

第四十二条　中药材前处理和中药提取的委托生产应当
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一）委托生产使用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来源和质量应

当由委托方负责；

（二）委托方应当制定委托生产产品质量交接的检验标

准。每批产品应当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接收；

（三）委托生产的产品放行时，应当查阅中药材和中药饮

片检测报告书，确认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量。

第四十三条　中药提取的委托生产还应当注意以下事
项，并在委托生产合同中确认：

（一）所使用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

（二）中药提取物的质量标准，该标准应当至少包括提取

物的含量测定或指纹图谱以及允许波动范围。

（三）中药提取物的收率范围。

（四）中药提取物的包装容器、贮存条件、贮存期限。

（五）中药提取物的运输条件：

１．中药提取物运输包装容器的材质、规格；
２．防止运输中质量改变的措施。
（六）中药提取物交接的确认事项：

１．每批提取物的交接记录；
２．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提供每批中药提取物的生产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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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药提取物的收率范围、包装容器、贮存条件、贮存

期限、运输条件以及运输包装容器的材质、规格应当进行确认

或验证。

第十章　术　语

第四十四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原药材指未经前处理加工或未经炮制的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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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年修订）》放射性药品
附录的公告（第７２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
２０１２年第７２号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放射
性药品附录的公告

根据卫生部令第７９号《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
修订）》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现发布放射性药品附录，作为《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
特此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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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放射性药品

第一章　范围和原则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含放射性核素的用于临床诊断或
者治疗的制剂及其标记药物，包括医用放射性核素发生器及

其配套药盒、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放射性体内植入制品、即

时标记放射性药品、放射免疫分析药盒、其他反应堆和加速器

放射性药品。

第二条　放射性药品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储存、运输、
安全、防护等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２０１０年修订）及附录要求，其中涉及放射性药品特殊要求
的，以本附录为准。

第三条　产品有效期或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３０天的放射
性药品，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放射性药

品质量控制指导原则，经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对生产过程和影响

质量的关键参数进行风险评估后，可边检验边放行。

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

第四条　企业设置的机构应与放射性药品特性和辐射安
全相适应，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人员的岗位职责。

第五条　企业应当配备具有放射性药品相应专业知识的
生产、质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中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

管理负责人及质量受权人应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年修订）相关人员资质要求，并具有核医（药）学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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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履行职责。

第六条　企业各岗位人员应当进行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
业知识和辐射防护知识培训。

第三章　厂房设施与设备

第七条　厂房设施应根据生产工艺及辐射安全等各方面
的要求，综合考虑，合理布局。

第八条　厂房应与生产工艺相适应，符合国家辐射防护
的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明文件。

第九条　放射性工作区与非放射性工作区应有效隔离。
不同放射性核素生产操作区应严格分开，防止混淆。

第十条　无菌放射性药品生产应当在专门区域内进行，
并符合洁净度级别要求。操作放射性核素应在相对负压、具

备辐射防护措施的封闭环境下进行。操作挥发性放射性核素

还应具有专用设施，排风口具备有效的去污处理措施。即时

标记生产中使用的单向流工作台可在正压的情况下操作。无

菌放射性药品的操作区，其周围应当是相对正压的洁净区。

第十一条　除有充分风险评估依据，来自放射性洁净区
的空气不可循环使用。放射性洁净区的空气如循环使用，应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污染和交叉污染。即时标记药品洁净区空

气可以循环使用。

第十二条　放射性核素工作场所的地面和工作台应便于
去污。

第十三条　放射性药品生产、检验、包装、运输应配备与
放射性剂量相适应的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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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放射性药品生产区出入口应设置去污洗涤和
更衣的设施，出口应设置放射性污染检测设备。

第十五条　放射性药品的生产操作应当在符合下表中规
定的相应级别的洁净区内进行，未列出的操作可参照下表在

适当级别的洁净区内进行：

洁净度级别 放射性药品生产操作示例

Ｃ级背景下的

局部Ａ级

未采用除菌过滤工艺的非最终灭菌的反应堆和加速

器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的制备、过滤

非最终灭菌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放射性药品（小容量

注射剂）的灌装

医用放射性核素发生器的灌装及配套无菌产品的

生产

放射性药品配套药盒（冻干粉针剂）的灌装、冻干和

转运

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的灌装

即时标记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的标记和灌装

无菌体内植入制品的分装与密封

无菌药品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器具灭菌后的

装配以及处于未完全密封状态下的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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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级

采用除菌过滤工艺生产的非最终灭菌的反应堆和加

速器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的制备和过滤

最终灭菌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

射剂）的灌装

医用放射性核素发生器的物料准备和组装

放射性药品配套药盒（冻干粉针剂）的物料准备、产

品配制

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自动合成环境（操作箱）

即时标记放射性药品（小容量注射剂）的淋洗

采取密闭方式（操作箱）生产无菌放射性药品的环境

无菌体内植入制品的清洁和灭菌以及使用前需灭菌

的体内植入制品清洁、分装与密封

直接接触无菌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器具的最终灭菌

Ｄ级

口服制剂的物料准备、产品配制和灌装或分装

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制备的密闭设备外环境

无菌体内植入制品的焊封

直接接触非无菌药品的包装材料、器具的最终清洗、

装配或包装

放射免疫分析药盒的生产

　　第十六条　动态监测可能造成尘埃粒子计数器损坏、环境

污染等危害时，可在设备调试、维护和模拟操作期间进行净化

空气悬浮粒子和微生物测试。

第十七条　放射性生产区空气净化系统的送风、压差应
能有效防止放射性核素外溢。

第十八条　贮存放射性物质的场所应安全可靠，具有防
火、防盗、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九条　放射性物质包装容器如需重复使用，应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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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去污处理场所。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根据生产需要配备制药用水制备系
统或外购灭菌注射用水。外购灭菌注射用水的，应当对供应

商进行审计，确定其资质和质量符合要求后方可购入。制药

用水的贮存和使用应有防止微生物滋生的措施。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配备与放射性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
相适应的仪器与设备。

第四章　物料管理

第二十二条　放射性物质和非放射性物质应严格分开存
放。放射性物质应专库或专柜存放，专人保管，专册登记。

第二十三条　物料、中间产品和成品在厂区内流转应有
避免混淆和污染及辐射防护的措施。

第五章　 生产管理

第二十四条　放射性工作区域应有明显的放射性标志。
第二十五条　不同核素的药品不得在同一操作箱生产。

生产含有同一核素的不同品种和规格的药品时，应采取有效

防止污染和混淆的措施。

第二十六条　即时标记放射性药品每日使用同一钼锝发
生器一次洗脱液和相同批号配套药盒进行标记的同种制剂，

可作为一批管理。如满足上述条件，钼锝发生器同一日淋洗

多次，每次制备的制剂作为亚批管理。保证产品可追溯。

第二十七条　放射性工作区与非放射性工作区的工作服
不得混用，清洁工具应严格分开使用和存放。

第二十八条　放射性工作区使用的工作服和其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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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前应进行放射性污染监测，已被污染的未去污前不得继

续使用。

第二十九条　成品外包装应贴有标签和放射性药品标
志，并附产品说明书。根据辐射防护需要，内包装可以在生产

前粘贴标签。

第三十条　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应按规定清洗。

第六章　质量管理

第三十一条　应当结合药品质量管理和辐射防护要求，
运用风险管理方法确定放射性药品生产相关的确认和验证

范围。

第三十二条　使用自动合成设备和计算机软件控制系统
生产放射性药品的，应进行确认或验证，一年至少验证一次。

发生变更时，应进行重新验证。

第三十三条　边检验边放行的放射性药品，应根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放射性药品质量控制指导原则，

完成规定的检验和放行审核，符合规定后方可放行。

第三十四条　放射性药品在检验前可贮存一段时间使其
衰变到适合实验操作后尽快完成所有检验。

第三十五条　企业应建立放射性药品追踪系统，及时发
现和控制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并向临床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

信息和技术指导。

第三十六条　物料的留样量至少能满足鉴别需要。放射
性成品留样量应当能够满足注册批准的质量标准２倍的全检
量。放射性药品留样保存时间应在药品有效期后３０天以上。

第三十七条　企业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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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制定相应操作程序。发现患者受到放射性超剂量危害，

或出现药品不良反应，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详细记录

事件的经过、评价、调查和处理等有关情况，并按规定上报。

第三十八条　对于边检验边放行的放射性药品，企业发
现存在质量问题的，应立即通知使用单位停止使用。

第三十九条　不合格产品、退回和召回的产品，应在质量
管理部门监督下根据放射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七章　 辐射安全管理

第四十条　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要求，加强放射性药品生产、销售、

使用、运输、储存和安全管理，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应对生产、检验、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辐射
剂量监测，按规定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第四十二条　从事放射性药品生产操作人员，应配备防
护用品。

第四十三条　应配备放射性废物专用容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废液、废气的贮存和处理应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术语。
（一）放射性核素发生器：是指可以从较长半衰期核素

（母体）分离出由它衰变而产生的较短半衰期核素（子体）的

一种装置。

（二）放射性药品配套药盒：是指按工艺处方预先分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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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待标记配体、还原剂或氧化剂等组分，可直接加入放射性核

素进行标记，快速制备放射性药品制剂的产品。

（三）即时标记放射性药品：是指利用放射性核素发生器

淋洗得到洗脱液，然后将其加入放射性药品配套药盒中制备

而得到的一类放射性药品。

（四）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是指含有发射正电子的放射

性核素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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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中药
饮片等３个附录的公告

（第３２号）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
十条规定，现发布中药饮片、医用氧、取样等３个附录，作为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自２０１４
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１．中药饮片
２．医用氧
３．取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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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７：

中药饮片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中药饮片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的
全过程。

第二条　产地趁鲜加工中药饮片的，按照本附录执行。
第三条　民族药参照本附录执行。

第二章　原 则

第四条　中药饮片的质量与中药材质量、炮制工艺密切
相关，应当对中药材质量、炮制工艺严格控制；在炮制、贮存和

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控制污染，防止变质，避免交叉污

染、混淆、差错；生产直接口服中药饮片的，应对生产环境及产

品微生物进行控制。

第五条　中药材的来源应符合标准，产地应相对稳定。
第六条　中药饮片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炮制；国家药

品标准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制定的炮制规范或审批的标准炮制。

第七条　中药饮片应按照品种工艺规程生产。中药饮片
生产条件应与生产许可范围相适应，不得外购中药饮片的中

间产品或成品进行分包装或改换包装标签。

第三章　人 员

第八条　企业的生产管理负责人应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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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三年

以上从事中药饮片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或药学或相关专业

中专以上学历、八年以上从事中药饮片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

第九条　企业的质量管理负责人、质量受权人应当具备
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

药师资格），并有中药饮片生产或质量管理五年以上的实践

经验，其中至少有一年的质量管理经验。

第十条　企业的关键人员以及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等人
员均应为企业的全职在岗人员。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人员应具备中药材和中
药饮片质量控制的实际能力，具备鉴别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真

伪优劣的能力。

第十二条　从事中药材炮制操作人员应具有中药炮制专
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从事毒性中药材等有特殊要求的生

产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熟知相关的劳动

保护要求。

第十三条　负责中药材采购及验收的人员应具备鉴别中
药材真伪优劣的能力。

第十四条　从事养护、仓储保管人员应掌握中药材、中药
饮片贮存养护知识与技能。

第十五条　企业应由专人负责培训管理工作，培训的内
容应包括中药专业知识、岗位技能和药品 ＧＭＰ相关法规知
识等。

第十六条　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应进行更衣、洗手；进入洁
净区的工作服的选材、式样及穿戴方式应符合通则的要求；从

事对人体有毒、有害操作的人员应按规定着装防护，其专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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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服与其他操作人员的工作服应分别洗涤、整理，并避免交叉

污染。

第四章　厂房与设施

第十七条　生产区应与生活区严格分开，不得设在同一
建筑物内。

第十八条　厂房与设施应按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并
设置与其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净制、切制、炮炙等操作间。同一

厂房内的生产操作之间和相邻厂房之间的生产操作不得互相

妨碍。

第十九条　直接口服饮片的粉碎、过筛、内包装等生产区
域应按照Ｄ级洁净区的要求设置，企业应根据产品的标准和
特性对该区域采取适当的微生物监控措施。

第二十条　毒性中药材加工、炮制应使用专用设施和设
备，并与其他饮片生产区严格分开，生产的废弃物应经过处理

并符合要求。

第二十一条　厂房地面、墙壁、天棚等内表面应平整，易
于清洁，不易产生脱落物，不易滋生霉菌；应有防止昆虫或其

他动物等进入的设施，灭鼠药、杀虫剂、烟熏剂等不得对设备、

物料、产品造成污染。

第二十二条　中药材净选应设拣选工作台，工作台表面
应平整，不易产生脱落物。

第二十三条　中药饮片炮制过程中产热产汽的工序，应
设置必要的通风、除烟、排湿、降温等设施；拣选、筛选、切制、

粉碎等易产尘的工序，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粉尘扩散，

避免污染和交叉污染，如安装捕尘设备、排风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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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仓库应有足够空间，面积与生产规模相适
应。中药材与中药饮片应分库存放；毒性中药材和饮片等有

特殊要求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当设置专库存放，并有相应

的防盗及监控设施。

第二十五条　仓库内应当配备适当的设施，并采取有效
措施，对温、湿度进行监控，保证中药材和中药饮片按照规定

条件贮存；贮存易串味、鲜活中药材应当有适当的设施（如专

库、冷藏设施）。

第五章　 设 备

第二十六条　应根据中药材、中药饮片的不同特性及炮
制工艺的需要，选用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的设备。

第二十七条　与中药材、中药饮片直接接触的设备、工
具、容器应易清洁消毒，不易产生脱落物，不对中药材、中药饮

片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十八条　中药饮片生产用水至少应为饮用水，企业
定期监测生产用水的质量，饮用水每年至少一次送相关检测

部门进行检测。

第六章　物料和产品

第二十九条　生产所用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
材料应当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分别编制批号并管理；所用物

料不得对中药饮片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十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当对生产用物料的供应商进
行质量评估，并建立质量档案；直接从农户购入中药材应收集

农户的身份证明材料，评估所购入中药材质量，并建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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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第三十一条　对每次接收的中药材均应当按产地、供应
商、采收时间、药材规格等进行分类，分别编制批号并管理。

第三十二条　购入的中药材，每件包装上应有明显标签，
注明品名、规格、数量、产地、采收（初加工）时间等信息，毒性

中药材等有特殊要求的中药材外包装上应有明显的标志。

第三十三条　中药饮片应选用能保证其贮存和运输期间
质量的包装材料或容器。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注明

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

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

第三十四条　直接接触中药饮片的包装材料应至少符合
食品包装材料标准。

第三十五条　中药材、中药饮片应按质量要求贮存、养
护，贮存期间各种养护操作应当建立养护记录；养护方法应当

安全有效，以免造成污染和交叉污染。

第三十六条　中药材、中药饮片应制定复验期，并按期复
验，遇影响质量的异常情况须及时复验。

第三十七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运输应不影响其质
量，并采取有效可靠的措施，防止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发生

变质。

第三十八条　进口药材应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的证明文件，以及按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的证明文件。

第七章　确认与验证

第三十九条　净制、切制可按制法进行工艺验证，炮炙应
按品种进行工艺验证，关键工艺参数应在工艺验证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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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关键生产设备和仪器应进行确认，关键设备
应进行清洁验证。直接口服饮片生产车间的空气净化系统应

进行确认。

第四十一条　生产一定周期后应进行再验证。
第四十二条　验证文件应包括验证总计划、验证方案、验

证报告以及记录，确保验证的真实性。

第八章　文件管理

第四十三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管理文件至少应包
含以下内容：

（一）制定物料的购进、验收、贮存、养护制度，并分类制

定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养护操作规程；

（二）制定每种中药饮片的生产工艺规程，各关键工艺参

数必须明确，如：中药材投料量、辅料用量、浸润时间、片型、炒

制温度和时间（火候）、蒸煮压力和时间等要求；

（三）根据中药材的质量、投料量、生产工艺等因素，制定

每种中药饮片的收率限度范围，关键工序应制定物料平衡

参数。

（四）制定每种中药材、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及相应的检

验操作规程，制定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的质量控制指标。

第四十四条　应当对从中药饮片生产和包装的全过程的
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情况进行记录，批记录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一）批生产和包装指令；

（二）中药材以及辅料的名称、批号、投料量及投料记录；

（三）净制、切制、炮炙工艺的设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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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前的检查和核对的记录；

（五）各工序的生产操作记录，包括各关键工序的技术

参数；

（六）清场记录；

（七）关键控制点及工艺执行情况检查审核记录；

（八）产品标签的实样；

（九）不同工序的产量，必要环节物料平衡的计算；

（十）对特殊问题和异常事件的记录，包括偏离生产工艺

规程等偏差情况的说明和调查，并经签字批准；

（十一）中药材、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中药饮片的检验

记录和审核放行记录。

第九章　生产管理

第四十五条　净制后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不得直接接触
地面。中药材、中药饮片晾晒应有有效的防虫、防雨等防污染

措施。

第四十六条　应当使用流动的饮用水清洗中药材，用过
的水不得用于清洗其他中药材。不同的中药材不得同时在同

一容器中清洗、浸润。

第四十七条　毒性中药材和毒性中药饮片的生产操作应
当有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的措施，并对中药材炮制的全过程

进行有效监控。

第四十八条　中药饮片以中药材投料日期作为生产
日期。

第四十九条　中药饮片应以同一批中药材在同一连续生
产周期生产的一定数量相对均质的成品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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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在同一操作间内同时进行不同品种、规格的
中药饮片生产操作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隔离措施。

第十章　质量管理

第五十一条　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按法定标准进行检
验。如中药材、中间产品、待包装产品的检验结果用于中药饮

片的质量评价，应经过评估，并制定与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相适

应的中药材、中间产品质量标准，引用的检验结果应在中药饮

片检验报告中注明。

第五十二条　企业应配备必要的检验仪器，并有相应标
准操作规程和使用记录；检验仪器应能满足实际生产品种要

求，除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农药残留、黄曲霉毒素等特殊检验

项目和使用频次较少的大型仪器外，原则上不允许委托检验。

第五十三条　每批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应当留样。中药材
留样量至少能满足鉴别的需要，中药饮片留样量至少应为两

倍检验量，毒性药材及毒性饮片的留样应符合医疗用毒性药

品的管理规定。留样时间应当有规定，中药饮片留样时间至

少为放行后一年。

第五十四条　企业应设置中药标本室（柜），标本品种至
少包括生产所用的中药材和中药饮片。

第五十五条　企业可选取产量较大及质量不稳定的品种
进行年度质量回顾分析，其他品种也应定期进行产品质量回

顾分析，回顾的品种应涵盖企业的所有炮制范围。

第十一章　术 语

第五十六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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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口服中药饮片

指标准中明确使用过程无需经过煎煮，可直接口服或冲

服的中药饮片。

（二）产地趁鲜加工中药饮片

指在产地用鲜活中药材进行切制等加工中药饮片。不包

括中药材的产地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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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８：

医　用　氧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中所述医用氧是指空气经低温分离制备
的液态氧、气态氧。

第二条　本附录适用于医用氧工业化生产过程，不包括
医疗机构内部医用氧的处置。

第三条　其他医用气体的工业生产要求参照本附录
执行。

第二章　原 则

第四条　医用氧的生产、贮存、运输、销售应符合国家有
关部门的规定，并取得相关证件。

第五条　医用氧生产和质量控制须满足其质量及预定用
途的要求，应当最大限度降低污染、交叉污染、混淆及差错的

风险。

第三章　人 员

第六条　企业的生产管理负责人应具有相关专业（如化
工、药学、化学、机械和工业工程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专

业技术职称，具有三年以上的医用氧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经验，

其中至少一年的医用氧生产管理经验。

第七条　企业的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人应具有相
关专业（如化工、药学、化学、机械和工业工程等）大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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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大专）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三年以上医用氧

生产和质量管理经验，其中至少一年的医用氧质量管理经验。

第八条　从事医用氧生产的人员应定期接受医用氧相关
知识培训，涉及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按国家规定持有有效的

并与医用氧生产相适应的资格证书。

第九条　应根据需要，为员工配备相应的工作服和安全
防护用品。

第四章　 厂房与设备

第十条　医用氧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应整洁。生产、质
量检验、行政、生活和辅助区总体布局应合理。

第十一条　厂房应按医用氧生产工艺流程要求合理布
局。生产区和储存区应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面积和空间，

并有通风、照明、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等设施。

应有足够的储存区域用于存放空瓶和不同阶段产品的气

瓶（如待清洁、待充装、待检、合格、不合格等），不同储存区域

应采用有效方法或明显标识区分，如：地标线、隔断、围栏和标

志牌等。

第十二条　医用氧充装生产车间应保持整洁，地面平整、
耐磨防滑，并设置专用更衣室；充装生产车间应与维修车间

分开。

第十三条　用于生产和检验用的设备、仪器应经定期确
认和校准。

第十四条　生产和检验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维护和维
修应做好记录。生产设备的任何维护和维修工作不得影响医

用氧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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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医用氧生产过程中的气体压缩设备禁止使用
氟塑料材料制活塞密封的压缩机和水润滑压缩机。

第十六条　用液态氧气化充装气态氧，必须使用低温液
氧泵，加压气化后充装。

第十七条　医用氧容器（槽车、储罐、气瓶等）应专用，且
具有与其他气体容器区分的明显标识。容器应当编号管理，

有安全效期标识，建立包括安全检定资料等相应档案。

第十八条　医用氧充装应使用专用设备，充装夹具应有
防错装装置。

第五章　 文件管理

第十九条　每批气瓶充装记录应包括：
（一）批生产指令；

（二）产品名称、规格、批号；

（三）充装操作的日期和时间；

（四）使用的设备及编号；

（五）气瓶的编号、充装前气瓶的检查；

（六）充装前后气瓶的数量和规格；

（七）每个步骤操作人员的签名，必要时，应有复核人员

的签名；

（八）相关生产操作或活动、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

（九）必要的中间控制过程，如检漏等；

（十）充装前医用氧的质量检验结果；

（十一）已充装气瓶的检查确认结果；

（十二）包装标签样张；

（十三）生产过程偏差的描述及处理，并经签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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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充装主管人员的确认签名和日期。

第二十条　经低温空分生产医用氧的企业应有文件描述
纯化过程中的气体纯度、其他组分和可能的杂质成分。

应有流程图描述各个工艺步骤。

关键工艺参数应有文件规定，如分离纯化过程的温度控

制等。

相关生产过程应有完整的批生产记录。

第二十一条　应建立气瓶的质量档案，并根据国家的相
关规定制定气瓶报废管理制度和建立气瓶报废处理记录。

第六章　生产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生产过程的所有关键步骤应经过验证。
第二十三条　液氧的生产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分离和纯化工艺应经过验证，并按照工艺要求进行

日常监控。对于消耗性部件（如纯化过滤器的滤芯）的维护

和更换，应根据验证和监控的结果定期进行。

（二）生产过程应有连续质量和杂质监控措施，并有监测

记录。

（三）用于监控工艺过程的计算机系统应经过验证。

（四）连续生产过程批次的划分应有文件规定，并按批次

进行取样检验。

（五）液氧的充装和转移操作等步骤应有防止污染措施，

转移管路应配备有止回阀或采取其他等同的措施。

（六）向装有液氧的液氧贮槽中加入液氧，必须证明液氧

的质量符合要求。可以在加入前取样，也可以在混合后取样。

第二十四条　医用氧的充装生产过程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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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批号的划分应以同一连续生产周期中充装的

医用氧为一个批次。

（二）气瓶应符合相关规定，对回收的气瓶应予确认，不

得充装自有气瓶外的其他气瓶。

（三）应根据书面规程对充装设备、管路进行清洁及置

换，并在使用前进行检查确认。

（四）对气瓶使用前的处理和清洗等影响产品质量的主

要因素进行验证，并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五）气瓶充装前检查，至少应包括以下步骤：

１．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记与医用氧的规定标记相符。
２．检查余压，确认气瓶没有全空，装有余压保留阀的气瓶

余压应为正值。

３．如果气瓶显示没有余压，应对其进行检测以确认气瓶
没有被水或其他污染物质污染；被污染的气瓶应采用经验证

的方法进行清洁。

４．确认气瓶上所有与本批产品无关的标签已移除。
５．对每个阀门和气瓶进行外观目检，目测凹痕、弧形烧

伤、碎片、油污及其他损害等，并进行必要的处理。

６．检查每个气瓶或低温容器阀门接头，确保类型适合于
医用氧的充装。

７．检查气瓶“检验日期”，以确认气瓶已按相关规定进行
检验，并在有效期内。

８．确认气瓶的安全附件齐全并符合安全要求。
（六）重复使用的气瓶充装前应对瓶体进行清洗消毒，再

用置换法或者抽真空法处理至合格，抽真空应不小于１５ｋＰａ。
或对每个气瓶进行剩余气体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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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采用适当的方法检查确认气瓶已充装。

（八）医用氧充装后，每只气瓶均需检漏，检漏不合格视

为不合格品，检漏过程不得影响医用氧产品质量。检漏合格

对瓶嘴进行密封，气瓶加戴瓶帽和防震圈，放入待检区域。

（九）每个气瓶都应贴有产品标签，标签上应注明：品名、

企业名称、生产地址、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氧气数量、

压力、执行标准等。

第七章 　质量控制

第二十五条　分装医用氧的生产企业应向具有医用氧生
产证明文件的企业购进液态氧，并在分装前做全检。

第二十六条　医用氧的产品有效期不得超过包装容器的
检定效期。

第二十七条　气瓶必须经核准有资格的单位进行定期检
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气瓶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严重腐蚀或严

重损伤时，应提前检验。

第二十八条　医用氧产品必须按质量标准进行全检，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

第二十九条　用于静水压测试的水至少为饮用水并定期
监控其微生物污染水平。

第三十条　医用氧企业用专用的移动式槽车对医疗单位
或自用的低温容器就地充装的，若能提供本槽车医用氧检验

报告书，则充装后可不必再取样检验。

第三十一条　除另有规定，医用氧产品不需要留样和持
续稳定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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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贮存、放行与销售

第三十二条　医用氧产品应全检合格，经质量受权人员
审核放行后，方可销售。

第三十三条　气瓶应避免存放于高温、暴晒区域。储存
区域应清洁、干燥，有良好通风，最小安全距离内无易燃物质，

使气瓶保持清洁、安全。

第三十四条　医用氧应有相对独立的储存区域，已充装
瓶、未充装瓶区域应有隔离，并能确保按照先进先出原则

周转。

第三十五条　气瓶在运输期间应防止混淆、差错、污染及
交叉污染，并保证安全。

第九章　术语

第三十六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充装台

设计用来在同一时间进行一个或多个气体容器清空或充

装的设备或装置。

（二）储罐

用来储存液化或者低温气体的静止容器。

（三）槽车

固定在交通工具上用来运输液化的或低温气体的容器。

（四）低温容器

用于容纳液化或低温气体的静止或者可移动的隔热容

器。气体可以气态或液态移出。

（五）静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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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全原因，为确认气瓶或储罐能承受高压，按国家或

国际准则来完成的试验。

（六）排气

排气降压到大气压。

（七）容器

容器是指储罐、槽车、气瓶或其他直接接触医用氧的包装

物品。

（八）液态氧

即液体医用氧，指低温液化的医用氧气。

（九）余压保留阀

为防止使用时污染配备有能够维持一定压力（约０．３～
０．５ＭＰａ表压）的止回系统的阀门。

（十）止回阀

只允许往一个方向流动的阀门。

（十一）置换

通过排气和部分增压方式去除残留气体，然后排空以清

洁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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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９：

取　样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药品生产所涉及的物料和产品的
取样操作。

第二章　原　则

第二条　药品生产过程的取样是指为一特定目的，自某
一总体（物料和产品）中抽取样品的操作。取样操作应与取

样的目的、取样控制的类型和待取样的物料及产品相适应。

应有书面的取样规程。取样应使用适当的设备与工具按取样

规程操作。

第三条　应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取样操作对物料、产品和
抽取的样品造成污染，并防止物料、产品和抽取的样品之间发

生交叉污染。

第四条　取样操作要保证样品的代表性。一般情况下所
取样品不得重新放回到原容器中。

第三章　取样设施

第五条　取样设施应能符合以下要求：
１．取样区的空气洁净度级别应不低于被取样物料的生

产环境；

２．预防因敞口操作与其他环境、人员、物料、产品造成的
污染及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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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取样过程中保护取样人员；
４．方便取样操作，便于清洁。
第六条　β－内酰胺类、性激素类药品、高活性、高毒性、

高致敏性药品等特殊性质的药品的物料或产品取样设施，应

符合本规范的生产设施要求。

第七条　物料取样应尽可能在专用取样间中进行，从生
产现场取样的除外。取样间的使用应有记录，按顺序记录各

取样区内所取样的所有物料，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取样日

期、品名、批号、取样人。

第八条　取样设施的管理应参照本规范生产区域的管理
要求，每种物料取样后应进行清洁，并有记录，以防止污染和

交叉污染。

第四章　取样器具

第九条　取样辅助工具包括：包装开启工具、除尘设备、
重新封口包装的材料。必要时，取样前应清洁待取样的包装。

第十条　各种移液管、小杯、烧杯、长勺、漏斗等可用于取
低粘度的液体，应尽可能避免使用玻璃器皿。高粘度的液体

可用适宜的惰性材料制成的取样器具。粉末状与粒状固体可

用刮铲、勺、取样钎等取样。无菌物料的取样必须在无菌条件

下进行。

第十一条　 所有工具和设备应由惰性材料制成且能保
持洁净。使用后应充分清洗，干燥，并存放在清洁的环境里，

必要时，使用前用水或适当的溶剂淋洗、干燥。所有工具和设

备都必须有书面规定的清洁规程和记录。应证明取样工具的

清洁操作规程是充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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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取样人员和防护

第十二条　 取样人员应经过相应的取样操作培训，并充
分掌握所取物料与产品的知识，对于无菌物料及产品的取样

人员应进行无菌知识和操作要求的培训，以便能安全、有效地

工作。培训应有记录。

第十三条　 取样时应穿着符合相应防护要求的服装，预
防污染物料和产品，并预防取样人员因物料和产品受到伤害。

第十四条　 取样人员对取样时发现的异常现象必须保
持警惕。任何可疑迹象均应详细记录在取样记录上。

第六章　文　件

第十五条　 应有取样的书面操作规程。规程的内容应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二百二十二
条的要求。至少包含取样方法、所用器具、样品量、分样的方

法、存放样品容器的类型和状态、样品容器的标识、取样注意

事项（尤其是无菌或有害物料的取样以及防止取样过程中污

染和交叉污染的注意事项）、贮存条件、取样器具的清洁方法

和贮存要求、剩余物料的再包装方式。

第十六条　 对于物料一般采用简单随机取样原则。对
于产品除要考虑随机取样原则外，还要关注在生产过程中的

偏差和风险，应抽取可能存在缺陷的产品进行检验。

第十七条　 应填写取样记录，记录中至少应包括品名、
批号、规格、总件数、取样件数、取样编号、取样量、分样量、取

样地点、取样人、取样日期等内容。

第十八条　 已取样的物料和产品的外包装上应贴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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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标识，标明取样量、取样人和取样日期。

第十九条　 样品的容器应当贴有标签，注明样品名称、
批号、取样日期、取自哪一包装容器、取样人等信息。

第七章　 取样操作

第二十条　 取样操作的一般原则
被抽检的物料与产品是均匀的，且来源可靠，应按批取

样。若总件数为ｎ，则当ｎ≤３时，每件取样；当３＜ｎ≤３００时，
按＋１件随机取样；当ｎ＞３００时，按／２＋１件随机取样。

第二十一条　一般原辅料的取样
若一次接收的同一批号原辅料是均匀的，则可从此批原

辅料的任一部分进行取样。

若原辅料不具有物理均匀性，则需要使用特殊的取样方

法取出有代表性的样品。可以根据原辅料的性质，采用经过

验证的措施，在取样前，恢复原辅料的均匀性。例如，分层的

液体可以通过搅拌解决均匀性问题；液体中的沉淀可以通过

温和的升温和搅动溶解。

第二十二条　无菌物料的取样
无菌物料的取样应充分考虑取样对于物料的影响，取样

过程应严格遵循无菌操作的要求进行，取样人员应进行严格

的培训，取样件数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附录无菌检

查法中批出厂产品最少检验数量的要求计算。

在对供应商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可要求供应商在分装时

每件留取适当数量的样品置于与物料包装材质相同的小容器

中，标识清楚，并置于同一外包装中，方便物料接收方进行定

性鉴别，以减少取样对物料污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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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血浆的取样操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三部“血液制品原料血浆管理规程”的要求对每袋血浆

进行取样检验。

第二十四条　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取样人员应经中药材
鉴定培训，以便在取样时能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药材的

取样操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中药材取

样法的要求进行，在取样时应充分考虑中药材的不均一性。

第二十五条　工艺用水取样操作应与正常生产操作一
致，取样后应及时进行检验，以防止质量发生变化。

第二十六条　为避免印刷包装材料取样时存在混淆的风
险，每次只能对一种印刷包装材料取样，所取印刷包装材料的

样品不能再放回原包装中。样品必须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和标

识，以防混淆或破损。

第二十七条　应考虑到一次接收的内包装材料与药品直
接接触的不均匀性，因此，至少要采用随机取样方法，以发现

可能存在的缺陷。取样件数可参考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ＩＳＯ２８５９－
１）《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
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的要求计算取样。

第二十八条　中间产品的取样应能够及时准确反应生产
情况，在线取样时应充分考虑工艺和设备对样品的影响，选择

相应的生产时段和取样位置进行取样操作；非在线取样，取样

件数可按照本附录第二十条的要求进行计算取样。

第二十九条　成品的取样应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偏差和风
险。对于无菌检查样品的取样，取样件数应按照本规范无菌

药品附录第八十条的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附录

无菌检查法中批出厂产品最少检验数量的要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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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放射性药品的取样操作可根据产品的实际情
况进行，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三十一条　物料和产品标准中有特定取样要求的，应
按标准要求执行。对包装材料、工艺用水等，按具体情况制定

取样操作原则。

第三十二条　取样后应分别进行样品的外观检查，必要
时进行鉴别检查。若每个样品的结果一致，则可将其合并为

一份样品，并分装为检验样品、留样样品，检验样品作为实验

室全检样品。

第三十三条　取样数量应能够满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中检验及留样的要求。

第八章　样品的容器、转移和贮存

第三十四条　样品的容器应能够防止受到环境、微生物、
热原等污染，容器应避免与样品发生反应、吸附或引起污染，

并根据样品的贮存要求，能避光、隔绝空气与水份，防止样品

出现较原包装更易降解、潮解、吸湿、挥发等情况。样品容器

一般应密封，最好有防止随意开启的装置。

第三十五条　取样后应及时转移，其转移过程应能防止
污染，不得影响样品质量。

第三十六条　实验室应有样品贮存的区域和相应的设
备。样品的贮存条件应与相应的物料与产品的贮存条件

一致。

第九章　术 语

第三十七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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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随机取样

从包含Ｎ个抽样单元的总体中按不放回抽样抽取ｎ个单
元，若任何ｎ个单元被抽出的概率都相等，也即等于１／（Ｎｎ），
则称这种取样方法为简单随机取样。

注：简单随机抽样可以用以下的逐个抽取单元的方法进

行；第一个样本单元从总体中所有 Ｎ个抽样单元中随机抽
取，第二个样本单元从剩下的 Ｎ－１个抽样单元中随机抽取，
以次类推。

（二）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根据一个抽样方案，该方案可以确保抽取的样品按比例

地代表同一批次总体的不同部分或一个非均匀样品总体的不

同属性，这样的样品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三）样品

取自一个批并且提供有关该批的信息的一个或一组物料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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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计算机化
系统和确认与验证两个

附录的公告
（２０１５年第５４号）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
十条规定，现发布《计算机化系统》和《确认与验证》两个附

录，作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
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１．计算机化系统
２．确认与验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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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０

计算机化系统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应用
的计算机化系统。计算机化系统由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组成，

以满足特定的功能。

第二章　原 则

第二条　计算机化系统代替人工操作时，应当确保不对
产品的质量、过程控制和其质量保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不增

加总体风险。

第三条　风险管理应当贯穿计算机化系统的生命周期全
过程，应当考虑患者安全、数据完整性和产品质量。作为质量

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应当根据书面的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验证

和数据完整性控制的程度。

第四条　企业应当针对计算机化系统供应商的管理制定
操作规程。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如安装、配置、集成、验

证、维护、数据处理等），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签订正式协议，明

确双方责任。

企业应当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提供与供应商质量体系和

审计信息相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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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 员

第五条　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各种活动，
如验证、使用、维护、管理等，需要各相关的职能部门人员之间

的紧密合作。应当明确所有使用和管理计算机化系统人员的

职责和权限，并接受相应的使用和管理培训。

应当确保有适当的专业人员，对计算机化系统的设计、验

证、安装和运行等方面进行培训和指导。

第四章　验 证

第六条　计算机化系统验证包括应用程序的验证和基础
架构的确认，其范围与程度应当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风险

评估应当充分考虑计算机化系统的使用范围和用途。

应当在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中保持其验证状态。

第七条　企业应当建立包含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涉
及的所有计算机化系统清单，标明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相关

的功能。清单应当及时更新。

第八条　企业应当指定专人对通用的商业化计算机软件
进行审核，确认其满足用户需求。

在对定制的计算机化系统进行验证时，企业应当建立相

应的操作规程，确保在生命周期内评估系统的质量和性能。

第九条　数据转换格式或迁移时，应当确认数据的数值
及含义没有改变。

第五章　 系 统

第十条　系统应当安装在适当的位置，以防止外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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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

第十一条　关键系统应当有详细阐述的文件（必要时，
要有图纸），并须及时更新。此文件应当详细描述系统的工

作原理、目的、安全措施和适用范围、计算机运行方式的主要

特征，以及如何与其他系统和程序对接。

第十二条　软件是计算机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
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对所采用软件进行分级管理（如

针对软件供应商的审计），评估供应商质量保证系统，保证软

件符合企业需求。

第十三条　在计算机化系统使用之前，应当对系统进行
全面测试，并确认系统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当计算机化系

统替代某一人工系统时，可采用两个系统（人工和计算机化）

平行运行的方式作为测试和验证内容的一部分。

第十四条　只有经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和使用系统。企
业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杜绝未经许可的人员进入和使用

系统。

应当就进入和使用系统制订授权、取消以及授权变更的

操作规程。必要时，应当考虑系统能记录未经许可的人员试

图访问系统的行为。对于系统自身缺陷，无法实现人员控制

的，必须具有书面程序、相关记录本及相关物理隔离手段，保

证只有经许可的人员方能进行操作。

第十五条　当人工输入关键数据时，应当复核输入记录
以确保其准确性。这个复核可以由另外的操作人员完成，或

采用经验证的电子方式。必要时，系统应当设置复核功能，确

保数据输入的准确性和数据处理过程的正确性。

第十六条　计算机化系统应当记录输入或确认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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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身份。只有经授权人员，方可修改已输入的数据。每

次修改已输入的关键数据均应当经过批准，并应当记录更改

数据的理由。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考虑在计算机化系

统中建立数据审计跟踪系统，用于记录数据的输入和修改以

及系统的使用和变更。

第十七条　计算机化系统的变更应当根据预定的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规程应当包括评估、验证、审核、批准和实施变更

等规定。计算机化系统的变更，应经过该部分计算机化系统

相关责任人员的同意，变更情况应有记录。

第十八条　对于电子数据和纸质打印文稿同时存在的情
况，应当有文件明确规定以电子数据为主数据还是以纸质打

印文稿为主数据。

第十九条　以电子数据为主数据时，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一）为满足质量审计的目的，存储的电子数据应当能够

打印成清晰易懂的文件。

（二）必须采用物理或者电子方法保证数据的安全，以防

止故意或意外的损害。日常运行维护和系统发生变更（如计

算机设备或其程序）时，应当检查所存储数据的可访问性及

数据完整性。

（三）应当建立数据备份与恢复的操作规程，定期对数据

备份，以保护存储的数据供将来调用。备份数据应当储存在

另一个单独的、安全的地点，保存时间应当至少满足本规范中

关于文件、记录保存时限的要求。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建立应急方案，以便系统出现损坏
时启用。应急方案启用的及时性应当与需要使用该方案的紧

急程度相关。例如，影响召回产品的相关信息应当能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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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第二十一条　应当建立系统出现故障或损坏时进行处理
的操作规程，必要时对该操作规程的相关内容进行验证。

包括系统故障和数据错误在内的所有事故都应当被记录

和评估。重大的事故应当进行彻底调查，识别其根本原因，并

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第二十二条　当采用计算机化系统放行产品时，计算机
化系统应当能明示和记录放行产品人员的身份。

第二十三条　电子数据可以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电子
签名应当遵循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六章　术　语

第二十四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电子签名：是指电子数据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

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二）电子数据：也称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

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

（三）基础架构：为应用程序提供平台使其实现功能的一

系列硬件和基础软件，如网络软件和操作系统。

（四）计算机化系统生命周期：计算机化系统从提出用户

需求到终止使用的过程，包括设计、设定标准、编程、测试、安

装、运行、维护等阶段。

（五）数据审计跟踪：是一系列有关计算机操作系统、应

用程序及用户操作等事件的记录，用以帮助从原始数据追踪

到有关的记录、报告或事件，或从记录、报告、事件追溯到原始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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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据完整性：是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用于描

述存储的所有数据值均处于客观真实的状态。

（七）应用程序：安装在既定的平台／硬件上，提供特定功
能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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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１

确认与验证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涉及
的所有确认与验证活动。

第二章　原 则

第二条　企业应当确定需要进行的确认或验证工作，以
证明有关操作的关键要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确认和验证的

范围和程度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认。确认与验证应当贯

穿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第三章　验证总计划

第三条　所有的确认与验证活动都应当事先计划。确认
与验证的关键要素都应在验证总计划或同类文件中详细

说明。

第四条　验证总计划应当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一）确认与验证的基本原则；

（二）确认与验证活动的组织机构及职责；

（三）待确认或验证项目的概述；

（四）确认或验证方案、报告的基本要求；

（五）总体计划和日程安排；

（六）在确认与验证中偏差处理和变更控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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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持持续验证状态的策略，包括必要的再确认和再

验证；

（八）所引用的文件、文献。

第五条　对于大型和复杂的项目，可制订单独的项目验
证总计划。

第四章　文 件

第六条　确认与验证方案应当经过审核和批准。确认与
验证方案应当详述关键要素和可接受标准。

第七条　供应商或第三方提供验证服务的，企业应当对
其提供的确认与验证的方案、数据或报告的适用性和符合性

进行审核、批准。

第八条　确认或验证活动结束后，应当及时汇总分析获
得的数据和结果，撰写确认或验证报告。企业应当在报告中

对确认与验证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彻底

调查，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变更已批准的确认

与验证方案，应当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确认或

验证报告应当经过书面审核、批准。

第九条　当确认或验证分阶段进行时，只有当上一阶段
的确认或验证报告得到批准，或者确认或验证活动符合预定

目标并经批准后，方可进行下一阶段的确认或验证活动。

上一阶段的确认或验证活动中不能满足某项预先设定标

准或偏差处理未完成，经评估对下一阶段的确认或验证活动

无重大影响，企业可对上一阶段的确认或验证活动进行有条

件的批准。

第十条　当验证结果不符合预先设定的可接受标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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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进行记录并分析原因。企业如对原先设定的可接受标准

进行调整，需进行科学评估，得出最终的验证结论。

第五章　 确　认

第一节　设计确认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对新的或改造的厂房、设施、设备按
照预定用途和本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用户需求，并

经审核、批准。

第十二条　设计确认应当证明设计符合用户需求，并有
相应的文件。

第二节 　安装确认

第十三条　新的或改造的厂房、设施、设备需进行安装
确认。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用户需求和设计确认中的技术
要求对厂房、设施、设备进行验收并记录。安装确认至少包括

以下方面：

（一）根据最新的工程图纸和技术要求，检查设备、管道、

公用设施和仪器的安装是否符合设计标准；

（二）收集及整理（归档）由供应商提供的操作指南、维护

保养手册；

（三）相应的仪器仪表应进行必要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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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运行确认

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运行符合设
计标准。运行确认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根据设施、设备的设计标准制定运行测试项目。

（二）试验／测试应在一种或一组运行条件之下进行，包
括设备运行的上下限，必要时选择“最差条件”。

第十六条　运行确认完成后，应当建立必要的操作、清
洁、校准和预防性维护保养的操作规程，并对相关人员培训。

第四节　 性能确认
第十七条　安装和运行确认完成并符合要求后，方可进

行性能确认。在某些情况下，性能确认可与运行确认或工艺

验证结合进行。

第十八条　应当根据已有的生产工艺、设施和设备的相
关知识制定性能确认方案，使用生产物料、适当的替代品或者

模拟产品来进行试验／测试；应当评估测试过程中所需的取样
频率。

第六章　工艺验证

第一节 　 一般要求

第十九条　工艺验证应当证明一个生产工艺按照规定的
工艺参数能够持续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产品。

工艺验证应当包括首次验证、影响产品质量的重大变更后的

验证、必要的再验证以及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持续工艺确认，

—２０２—



以确保工艺始终处于验证状态。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有书面文件确定产品的关键质量属
性、关键工艺参数、常规生产和工艺控制中的关键工艺参数范

围，并根据对产品和工艺知识的理解进行更新。

第二十一条　采用新的生产处方或生产工艺进行首次工
艺验证应当涵盖该产品的所有规格。企业可根据风险评估的

结果采用简略的方式进行后续的工艺验证，如选取有代表性

的产品规格或包装规格、最差工艺条件进行验证，或适当减少

验证批次。

第二十二条　工艺验证批的批量应当与预定的商业批的
批量一致。

第二十三条　工艺验证前至少应当完成以下工作：
（一）厂房、设施、设备经过确认并符合要求，分析方法经

过验证或确认。

（二）日常生产操作人员应当参与工艺验证批次生产，并

经过适当的培训。

（三）用于工艺验证批次生产的关键物料应当由批准的

供应商提供，否则需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质量风险管理原则确定工艺
验证批次数和取样计划，以获得充分的数据来评价工艺和产

品质量。

企业通常应当至少进行连续三批成功的工艺验证。对产

品生命周期中后续商业生产批次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持

续的工艺确认。

第二十五条　工艺验证方案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艺的简短描述（包括批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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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质量属性的概述及可接受限度；

（三）关键工艺参数的概述及其范围；

（四）应当进行验证的其他质量属性和工艺参数的概述；

（五）所要使用的主要的设备、设施清单以及它们的校准

状态；

（六）成品放行的质量标准；

（七）相应的检验方法清单；

（八）中间控制参数及其范围；

（九）拟进行的额外试验，以及测试项目的可接受标准，

和已验证的用于测试的分析方法；

（十）取样方法及计划；

（十一）记录和评估结果的方法（包括偏差处理）；

（十二）职能部门和职责；

（十三）建议的时间进度表。

第二十六条　如企业从生产经验和历史数据中已获得充
分的产品和工艺知识并有深刻理解，工艺变更后或持续工艺

确认等验证方式，经风险评估后可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二节　 持续工艺确认

第二十七条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应当进行持续工艺确
认，对商业化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监控和趋势分析，以确保工

艺和产品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第二十八条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考虑到对工艺的理解
和工艺性能控制水平的变化，应当对持续工艺确认的范围和

频率进行周期性的审核和调整。

第二十九条　持续工艺确认应当按照批准的文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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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获得的结果形成相应的报告。必要时，应当使用统计

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以确认工艺处于受控状态。

第三十条　持续工艺确认的结果可以用来支持产品质量
回顾分析，确认工艺验证处于受控状态。当趋势出现渐进性

变化时，应当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三节　同步验证

第三十一条　在极个别情况下，允许进行同步验证。如
因药物短缺可能增加患者健康风险、因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极

小而无法连续进行验证批次的生产。

第三十二条　对进行同步验证的决定必须证明其合理
性、并经过质量管理负责人员的批准。

第三十三条　因同步验证批次产品的工艺和质量评价尚
未全部完成产品即已上市，企业应当增加对验证批次产品的

监控。

第七章　 运输确认

第三十四条　对运输有特殊要求的物料和产品，其运输
条件应当符合相应的批准文件、质量标准中的规定或企业

（或供应商）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　运输确认应当对运输涉及的影响因素进行
挑战性测试，且应当明确规定运输途径，包括运输方式和路

径。长途运输还应当考虑季节变化的因素。

第三十六条　除温度外还应当考虑和评估运输过程中的
其他相关因素对产品的影响，如湿度、震动、操作、运输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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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器故障、使用液氮储存、产品对环境因素的敏感

性等。

第三十七条　在产品运输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可预
计的情况，运输确认应当对关键环境条件进行连续监控。

第八章　清洁验证

第三十八条　为确认与产品直接接触设备的清洁操作规
程的有效性，应当进行清洁验证。应当根据所涉及的物料，合

理地确定活性物质残留、清洁剂和微生物污染的限度标准。

第三十九条　在清洁验证中，不能采用反复清洗至清洁
的方法。目视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通常不能作为单

一可接受标准使用。

第四十条　清洁验证的次数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确定，通
常应当至少进行连续三次。

清洁验证计划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验证过程中每个批

次后的清洁效果需及时进行确认。必要时，企业在清洁验证

后应当对设备的清洁效果进行持续确认。

第四十一条　验证应当考虑清洁方法的自动化程度。当
采用自动化清洁方法时，应当对所用清洁设备设定的正常操

作范围进行验证；当使用人工清洁程序时，应当评估影响清洁

效果的各种因素，如操作人员、清洁规程详细程度（如淋洗时

间等），对于人工操作而言，如果明确了可变因素，在清洁验

证过程中应当考虑相应的最差条件。

第四十二条　活性物质残留限度标准应当基于毒理试验
数据或毒理学文献资料的评估建立。

如使用清洁剂，其去除方法及残留量应当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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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标准应当考虑工艺设备链中多个设备潜在的累积

效应。

第四十三条　应当在清洁验证过程中对潜在的微生物污
染进行评价，如需要，还应当评价细菌内毒素污染。应当考虑

设备使用后至清洁前的间隔时间以及设备清洁后的保存时限

对清洁验证的影响。

第四十四条　当采用阶段性生产组织方式时，应当综合
考虑阶段性生产的最长时间和最大批次数量，以作为清洁验

证的评价依据。

第四十五条　当采用最差条件产品的方法进行清洁验证
模式时，应当对最差条件产品的选择依据进行评价，当生产线

引入新产品时，需再次进行评价。如多用途设备没有单一的

最差条件产品时，最差条件的确定应当考虑产品毒性、允许日

接触剂量和溶解度等。每个使用的清洁方法都应当进行最差

条件验证。

在同一个工艺步骤中，使用多台同型设备生产，企业可在

评估后选择有代表性的设备进行清洁验证。

第四十六条　清洁验证方案应当详细描述取样的位置、
所选取的取样位置的理由以及可接受标准。

第四十七条　应当采用擦拭取样和（或）对清洁最后阶
段的淋洗液取样，或者根据取样位置确定的其他取样方法取

样。擦拭用的材料不应当对结果有影响。如果采用淋洗的方

法，应当在清洁程序的最后淋洗时进行取样。企业应当评估

取样的方法有效性。

第四十八条　对于处于研发阶段的药物或不经常生产的
产品，可采用每批生产后确认清洁效果的方式替代清洁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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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生产后的清洁确认应当根据本附录的相关要求进行。

第四十九条　如无法采用清洁验证的方式来评价设备清
洁效果，则产品应当采用专用设备生产。

第九章　再确认和再验证

第五十条　对设施、设备和工艺，包括清洁方法应当进行
定期评估，以确认它们持续保持验证状态。

第五十一条　关键的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应当定期进行
再验证，确保其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第五十二条　应当采用质量风险管理方法评估变更对产
品质量、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验证、法规符合性、校准、维护和

其他系统的潜在影响，必要时，进行再确认或再验证。

第五十三条　当验证状态未发生重大变化，可采用对设
施、设备和工艺等的回顾审核，来满足再确认或再验证的要

求。当趋势出现渐进性变化时，应当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

第十章　术语

第五十四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安装确认

为确认安装或改造后的设施、系统和设备符合已批准的

设计及制造商建议所作的各种查证及文件记录。

（二）关键质量属性

指某种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微生物学的性质，应当有适

当限度、范围或分布，保证预期的产品质量。

（三）工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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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工艺在设定参数范围内能有效稳定地运行并生产

出符合预定质量标准和质量特性药品的验证活动。

（四）模拟产品

与被验证产品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非常相似的物质材

料。在很多情况下，安慰剂具备与产品相似的理化特征，可以

用来作为模拟产品。

（五）清洁验证

有文件和记录证明所批准的清洁规程能有效清洁设备，

使之符合药品生产的要求。

（六）设计确认

为确认设施、系统和设备的设计方案符合期望目标所作

的各种查证及文件记录。

（七）同步验证

在商业化生产过程中进行的验证，验证批次产品的质量

符合验证方案中所有规定的要求，但未完成该产品所有工艺

和质量的评价即放行上市。

（八）性能确认

为确认已安装连接的设施、系统和设备能够根据批准的

生产方法和产品的技术要求有效稳定（重现性好）运行所作

的试车、查证及文件记录。

（九）用户需求

是指使用方对厂房、设施、设备或其他系统提出的要求及

期望。

（十）运行确认

为确认已安装或改造后的设施、系统和设备能在预期的

范围内正常运行而作的试车、查证及文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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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差条件

在标准操作规程范围内（或超出），由工艺参数的上、下

限和相关因素组成的一个或一系列条件。与理想条件相比

时，最差条件使产品或者生产工艺失败的几率为最大，这样的

条件不一定导致产品或生产工艺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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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
生化药品附录的公告

（２０１７年 第２９号）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
十条规定，现发布生化药品附录，作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生化药品附录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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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２

生化药品附录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所指生化药品是指从动物的器官、组织、
体液、分泌物中经前处理、提取、分离、纯化等制得的安全、有

效、质量可控的药品。主要包括：蛋白质、多肽、氨基酸及其衍

生物、多糖、核苷酸及其衍生物、脂、酶及辅酶等（不包括生物

制品附录所列产品）。

第二条　本附录适用于原材料的前处理、提取、分离、纯
化等原料（原液）及其制剂的制备和质量控制的全过程。

原材料的采集过程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药品生产企业

应监督控制其来源及质量。

第三条　来源于人的组织、尿液的产品按照本附录执行。

第二章　原 则

第四条　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质量风险管
理的原则，结合品种特点，明确从原材料采集至成品放行各阶

段的质量管理责任，确保产品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第五条　生化药品具有以下特殊性，应对原材料的来源
及质量、生产过程、中间产品的检验进行特殊控制：

（一）生化药品的生产涉及器官、组织、体液、分泌物的提

取、分离和纯化等过程，原材料本身具有不均一性。

（二）生化药品的质量控制通常采用生物分析技术，比理

化测定具有更大的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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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是污染微生物生

长的良好培养基，原材料中的病原微生物对产品质量和生产

环境存在较大风险。

第三章　人　员

第六条　从事生化药品生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采购
及其他相关人员（包括清洁、维修人员）均应根据其生产的产

品和所从事的生产操作定期进行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卫

生和微生物学基础知识及安全防护要求等方面的培训及考

核，并纳入个人培训档案。

第七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
人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如微生物学、生物学、免疫学、药

学、生物制药、生物化学等），并能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切实

履行职责。从事供应商审计的人员，应了解动物种属、饲养、

屠宰、检疫、采集及其原材料贮存运输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并

能够在供应商管理和审核过程中有效履行其职责。

第八条　应对所生产品种的生物安全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生产、维修、检验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应采取必要的

生物安全防护措施。

第九条　一般情况下，人员不应从原材料的前处理区域
穿越到已经灭活产品、其他产品的处理区域。如果不能避免

这种穿越，必须基于质量风险管理原则采取防污染控制措施。

第四章　厂房与设备

第十条　生化药品生产环境及厂房设施与设备不应对原
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造成污染；空气洁净度级别应与产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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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途和生产操作相适应。

第十一条　厂房应设有防止昆虫和其他动物等进入的设
施。特别是用于加工处理动物脏器、组织、体液或分泌物的生

产操作区应配备有效的防虫防鼠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

第十二条　原材料采集的厂房设施与设备应符合产品相
应特性、卫生管理要求和国家相关规定，并与药品生产区域

分开。

第十三条　应结合产品潜在风险、不同生产阶段的工艺
要求与特点，设置相应生产操作区域的环境控制要求，应尽可

能降低产品（或原料）被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第十四条　在生产过程中应根据产品特性、工艺、预定用
途和设备等因素，使用风险评估的手段，采取相应的预防差

错、交叉污染、安全防护措施，如使用专用厂房和设备、阶段性

生产方式、使用密闭系统等。若使用敞口容器或设备操作时，

应有避免污染的措施。难以清洁的设备或部件应专用。生化

药品的去除／灭活病毒前的工艺步骤，不宜与其他动物源的药
品共用设备和设施，不可避免时，应有适当的措施防止交叉

污染。

第十五条　原材料前处理应有专用区域，原料（原液）制
备与制剂生产区域应严格分开。原料（原液）制备和制剂生

产的空调净化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

第十六条　原材料前处理和提取、纯化使用的设备、工器
具、管道、阀门和容器具，包括取样器具应光洁、耐腐蚀、易清

洗或消毒，并根据产品特性和过程控制要求进行有效的清洁

或消毒处理。

第十七条　洁净区内的冷冻或冷藏设施的使用、清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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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不应对洁净区环境造成污染。

第十八条　用于物料及产品贮存的冷冻或冷藏设施应有
预防突发事件发生的措施，避免物料及产品质量受到影响。

第五章　 病毒去除／灭活及验证

第十九条　应基于风险控制原则，结合品种特性和原材
料来源，采用有效去除／灭活病毒工艺步骤和方法。病毒去
除／灭活的同时，不应对产品质量有不良影响。

第二十条　去除／灭活病毒的生产工艺应有效并经验证，
当生产工艺发生变更时，应重新评估验证的适用性，必要时应

重新进行验证。

第二十一条　病毒去除／灭活工艺的有效性验证可参照
有关病毒去除／灭活技术方法和指导原则等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病毒去除／灭活方法的验证中的病毒挑战
试验不得使用生产厂房设施和设备。

第二十三条　病毒去除／灭活验证不能代替原材料及生
产过程的质量管理要求。

第六章　供应链管理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针对生化药品供应链的广泛性和复
杂性，基于质量风险管理原则建立有效的追溯系统和控制措

施，应有文件明确供应链各环节的要求。企业和供应商必须

签订质量保证协议，明确相应的质量责任，要求供应商参照本

附录管理。

第二十五条　应对生化药品原材料的来源进行严格控
制，原材料应来源于非疫区，并考虑来源地的流行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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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一）原材料应来源于健康动物，纳入检验检疫管理的动

物原材料均应来自经检疫合格的健康动物。

（二）来源于人的组织或尿液的，其采集应明确收集方法

和要求。

（三）应定期收集动物来源区域疫情信息，评估质量风

险。当发现疫情风险时，应采取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

（四）应根据原材料特性以及风险控制原则建立相应的

追溯系统并记录。

第二十六条　器官、组织、体液、分泌物等原材料采集单
位应依法取得国家相关资质。

第二十七条　质量管理部门应根据品种特点建立供应商
质量管理档案，内容至少应包括：供应商的资质、规模、质量协

议，原材料的动物来源、种属、年龄、采集部位及方法、采集后

的保存方法与有效期等。

第二十八条　应定期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现场审计。重
点考察供应链的各环节质量控制情况，确保供应商提供产品

质量可控、稳定，并有质量审计报告。

第二十九条　应对每批接收的原材料进行检查，并有相
应记录：

（一）供应商与质量管理部门批准的一致；

（二）原材料附带检疫合格证明与货物一致；

（三）包装标识与实物相符，标识内容应符合供应商档案

中的相关内容；

（四）外包装应完整无破损；

（五）对贮存温度有特殊要求的，接收时应进行温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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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运输全程的温度监控记录应完整可追溯，温度始终符合质

量控制的要求。

第三十条　原材料、中间品贮存和运输期间的包装材料
或容器不应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与其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

应至少符合食品包装材料要求，供应商和材质应相对固定。

第三十一条　冷库及冷链运输设备应经过确认。原材料
储存条件、储存期限、运输条件等经过确认，以保证产品质量。

第七章　 生产管理

第三十二条　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不同种属或同一种属
的不同器官、组织、体液、分泌物在采集、转运及存放过程中的

混淆、差错、污染、交叉污染。

第三十三条　应对生化药品的原材料、中间品、原料（原
液）进行批号或编号管理，以确保生产过程的可追溯性。

第三十四条　应结合产品特性，尽量降低生产过程中微
生物及其相关代谢物等的污染、交叉污染。

（一）应根据产品特性及贮存条件规定不同生产阶段的

生产间隔时间，尽可能缩短不同生产阶段的时间间隔。

（二）中间产品、原料（原液）的储存时间应有明确规定并

经验证。

（三）原材料、中间产品、原料（原液）不应反复冻融，必要

时应经验证，以确保产品质量不受影响。

（四）生产结束后应在规定时限内对设备和容器进行清

洁、消毒或灭菌。

（五）直接接触中间产品、原料（原液）的包装容器、设备

清洁、消毒或灭菌后应避免再次污染。提取、分离和纯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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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设备、容器，不同产品和不同批次之间应进行清洁或

消毒。

（六）同一设备通常不得用于不同产品或同一产品不同

阶段的病毒去除／灭活操作。如果使用同一设备，应采取适当
的清洁或消毒措施，防止病毒通过设备或环境由前次操作带

入后续纯化操作。

第三十五条　生产中产生的副产品或废料应及时退出生
产区域，防止污染生产环境及设备。

第三十六条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病毒去除或灭活
后产品被污染；已经过病毒去除／灭活处理的产品与尚未处理
的产品应有明显区分和标识，并应采用适当的方法防止混淆、

差错。

第三十七条　如有层析及超滤步骤，用于分离纯化的层
析分离柱及超滤装置应专用。同一层析分离柱及超滤装置不

得应用于生产的不同阶段。应有文件规定层析柱及超滤装置

的可接受标准、操作条件、再生处理方法、使用寿命、清洗或消

毒程序、过程监测参数等。

第三十八条　生产所用的溶剂等需回收使用的，应制定
回收操作规程及与其用途相适应的质量标准。回收后的溶剂

再使用不得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

第八章　质量管理

第三十九条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质量标准对生化药品原材料、辅

料、中间品、原料（原液）及成品进行检验。无法定标准的，企

业应依据品种质量风险建立适宜的内控质量标准，必要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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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增加新鲜度、微生物限度、细菌内毒素或热原、异常毒性、

降压物质、外源因子等检查项目。

第四十条　生化药品的原材料来源应相对稳定，应明确
动物的种属及器官组织。必要时对原材料的动物种属进行鉴

别（如ＰＣＲ法等），取样应具有代表性。
第四十一条　生化药品原材料的放行应包括完整的原材

料追溯记录，纳入检验检疫管理的动物原材料均应来自经检

疫合格的健康动物。

第四十二条　原材料、辅料、中间品、原料（原液）的检验
应在适当的生产阶段完成，当检验周期较长时，可先进行后续

工艺生产，待检验合格后方可放行成品。

第四十三条　必要时，中间品、原料（原液）应留样，以满
足检测或中间控制确认的需要，留样数量应充足，并在适宜条

件下贮存，便于质量追溯。

第九章　术 语

第四十四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原材料：用于药品生产的动物器官、组织、体液、分

泌物以及人的组织、尿液等的起始物料，不包括辅料。

（二）原材料采集：从经过供应商审计合格的单位，收集

动物的器官、组织、体液、分泌物及人组织、尿液的过程。

（三）前处理：对原材料进行的非药用部分的冻融、切割、

拣选、洗涤以及后续进行的混合、离心、冻融等处理程序。

（四）中间品：原材料经前处理得到的产品，便于进行质

量控制。

（五）原料（原液）：中间品经提取、纯化、病毒去除／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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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符合质量标准规定的产品。

（六）病毒去除／灭活：将病毒从产品中去除或灭活以保
证安全的工艺过程。

（七）供应链：从原材料采集开始到制成中间产品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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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年修订）》临床试验用

药品附录的公告
（２０２２年 第４３号）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第三百一
十条规定，现发布《临床试验用药品（试行）》附录，作为《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配套文件，自２０２２年７月
１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临床试验用药品（试行）

国家药监局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１２２—



附录１３：

临床试验用药品（试行）

第一章　范　围

第一条　本附录适用于临床试验用药品（包括试验药
物、安慰剂）的制备。已上市药品作为对照药品或试验药物

时，其更改包装、标签等也适用本附录。

第二章　原　则

第二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制备和质量控制应当遵循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基本原则以及数据可靠性

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制备环节污染、交叉污染、混淆和差错的

风险，确保临床试验用药品质量，保障受试者安全。

第三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制备和质量控制具有以下特
殊性：

（一）在新药早期临床试验阶段，通常尚未形成成熟的制

备工艺，尚不具备充分确认和验证的条件；

（二）对新药的特性、潜在作用及毒性的了解不够充分，

对试验药物关键质量属性的识别，对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的

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三）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过程可能同时涉及试验药物

制备、安慰剂制备、对照药品和试验药物更改包装标签等不同

活动，随机和盲法的要求也增加了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过程

混淆和差错的风险。

应当基于以上的特殊性，以及其不同研发阶段的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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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设计的要求等，对临床试验用药品进行相应的控制。

第四条　在保证受试者安全且不影响临床试验质量的前
提下，临床试验用药品的质量风险管理策略可根据研发规律

进行相应调整。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急需的药物研发，

应当根据应急需要按照安全可靠、科学可行的原则进行临床

试验用药品制备。

第三章　质量管理

第五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单位应当基于风险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该体系应当涵盖影响临床试验用药品质量的必

要因素，并建立文件系统，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第六条　申请人对临床试验用药品的质量承担责任。如
临床试验用药品委托制备，申请人应当对受托单位质量管理

体系进行审计和确认，并签订委托协议和质量协议，明确规定

各方责任，确保临床试验用药品符合预定用途和质量要求。

第七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场地、处方工艺、批量规
模、质量标准、关键原辅料和包装材料等发生变更，以及进行

技术转移时，应当对可能影响临床试验用药品安全性的变更

进行评估，变更和评估情况应当有记录，确保相关活动可以追

溯。应当对偏离制备工艺、质量标准的情况，以及其它可能影

响临床试验用药品质量的偏差进行调查评估，并有相应记录。

第四章　人　员

第八条　参与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的人员应当具有适当
的资质并经培训，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负责制备和质

量管理的人员不得互相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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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申请人应当配备放行责任人，负责临床试验用
药品的放行。

（一）资质：

放行责任人应当至少具有药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或

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执业药师资格），具有至少五年从事药

品研发或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其中至少有一

年的药品质量管理经验。放行责任人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理

论知识，并经过与放行有关的培训。

（二）主要职责：

放行责任人承担临床试验用药品放行的职责，确保放行

的每批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制备均符合相关法规和质量标准，

并出具放行审核记录。

第五章　 厂房、设施和设备

第十条　制备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厂房、设施和设备应当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相关附录的基本要求。厂

房、设施、设备的确认范围应当基于风险评估确定。

第十一条　应当根据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毒性、药理活性
与潜在致敏性等特性，结合品种的适用人群、给药途径、受试

者的风险等因素，进行临床试验用药品与其它临床试验用药

品或已上市药品等共线生产的可行性评估。共线生产时，应

当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如阶段性生产方式等），最大限度地

降低制备过程中污染与交叉污染的风险。

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如对试验药物毒性、药理活性等的

认识不充分，试验药物的制备宜使用专用或独立的设施、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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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物料管理

第十二条　应当建立原辅料及包装材料质量标准，其内
容的详细程度应当与药物研发所处阶段相适应，并适时进行

再评估和更新。

制备单位应当对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所用原辅料及包装

材料进行相应的检查、检验，合格后方可放行使用。对于早期

临床试验用药品所用辅料及包装材料可依据供应商的检验报

告放行，但至少应当通过鉴别或核对等方式，确保其正确无

误。临床试验用药品为无菌药品的，其制备所用辅料、与药品

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还应当进行微生物和细菌内毒素等安全

性方面的检验。

第十三条　应当建立操作规程，对物料留样进行管理。
用于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的每个批次的原辅料、与药品直接

接触的包装材料均应当留样。留样数量应当至少满足鉴别的

需要。留样时间应当不短于相应的临床试验用药品的留样时

间（稳定性较差的原辅料除外）。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

料（如输液瓶），如成品已留样，可不必单独留样。

第七章　文件管理

第十四条　应当制定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的处方工艺、
操作规程，以及所用原辅料和包装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的质

量标准和检验操作规程等文件。文件内容应当尽可能全面体

现已掌握的产品知识，至少涵盖当前研发阶段已知的或潜在

的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关键质量属性和关键工艺参数。

在药物研发的不同阶段应当对处方工艺、质量标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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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等文件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更新。更新的文件应当综

合考虑最新获取的数据、适用的技术要求及法规要求，并应当

能够追溯文件修订历史情况。

第十五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过程中，如处方工艺调
整或变更，应当对不同的处方工艺进行唯一性识别编号，并能

够追溯到相应的制备过程。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当制定规程明确临床试验用药品包
装中药物编码的生成、保密、分发、处理和保存等要求。涉及

盲法试验的，还应当制定紧急揭盲的程序和文件。

第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建立临床试验用药品档案，并随
药物研发进展持续更新，确保可追溯。

（一）档案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１．临床试验用药品研究情况的概述，包括化学结构、理化
特性、生物学特性、药理毒理特性、拟定临床适应症及用药人

群特征等；

２．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的生产商信息；
３．原辅料、与药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中间产品、原液、

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标准及分析方法；

４．处方工艺；
５．中间控制方法；
６．历次成品标签；
７．历次临床试验方案与药物编码（如适用）；
８．与受托方相关的质量协议（如适用）；
９．稳定性数据；
１０．贮存与运输条件；
１１．批生产记录、批包装记录及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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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对照药品的说明书（如适用）；
１３．临床试验用药品为中药制剂的，还需包括所用药材基

原、药用部位、产地、采收期，饮片炮制方法，药材和饮片的质

量标准等；

１４．临床试验用药品为生物制品的，应当包括制备和检定
用菌（毒）种和细胞系／株的相关信息。

（二）档案应当作为临床试验用药品放行的评估依据。

（三）临床试验用药品在不同场地进行不同制备步骤的

操作时，申请人需在档案中汇总保存全部场地的上述相关文

件或其核证副本。

第十八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档案至少应当保存至药品退
市后２年。如药品未获批准上市，应当保存至临床试验终止
后或注册申请终止后２年。

第八章　制备管理

第一节　制　备

第十九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防
止污染、交叉污染以及混淆、差错。应当制定清洁操作规程明

确清洁方法，并进行必要的确认或验证，以证实清洁的效果。

第二十条　在工艺开发期间，应当逐步识别关键质量属
性，确定关键工艺参数，并对制备过程进行适当的中间控制。

随着对质量属性认识的深入及制备过程数据的积累，制定工

艺规程，明确工艺参数及控制范围。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制备管理应当持续改进、优化和提高，

保证临床试验用药品符合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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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关键制备工艺应当按照
相关技术要求进行评估和论证。早期临床试验阶段，试验药

物制备工艺尚不能完全确定的，应当通过必要的监测以保证

符合质量要求，保障受试者安全。

确证性临床试验阶段进行工艺验证的，其范围和程度应

当基于风险评估确定。临床试验用药品为无菌药品的，灭菌

工艺或无菌生产工艺的验证应当遵循现行相关技术要求，确

保其无菌保证水平满足要求；临床试验用药品为生物制品的，

还应当确保病毒等病原体或其他外源因子灭活／去除效果，保
障受试者安全。

第二十二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制备应当能够确保同一批
次产品质量均一。在确定处方工艺后，应当确保临床试验用

药品批间质量一致。

第二十三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在不同的场地进行制备
时，应当开展不同场地之间药物质量的可比性研究。

第二节　对照药品

第二十四条　采用已上市药品进行对照试验时，应当确
保对照药品的质量。盲法试验中，需要将对照药品进行改变

包装、标签等操作时，应当充分评估并有数据（如稳定性、溶

出度等）证明所进行的操作未对原产品的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第二十五条　因盲法试验需要，使用不同的包装材料重
新包装对照药品时，重新包装后对照药品的使用期限不应当

超过原产品的有效期。

盲法试验中试验药物和对照药品使用期限不一致时，有

效期标注应当以较近的使用期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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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采用安慰剂进行对照试验时，应当确定安
慰剂的处方工艺，避免安慰剂的外观和性状引起破盲。制备

安慰剂所用物料应当符合相应的质量要求。应当建立安慰剂

的质量标准，检验合格方可放行用于临床试验。应当依据稳

定性研究确定安慰剂的贮存条件和有效期。

第三节　包装、贴签

第二十七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通常以独立包装的形式提
供给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应当充分考虑临床试验方案设计

样本量以及质量检验、留样和变更研究等所需要的临床试验

用药品数量，根据临床试验进展计划足量制备、采购或进／出
口。为确保每种产品在各个操作阶段数量准确无误，应当进

行物料平衡计算，并对偏离物料平衡的情况进行说明或调查。

第二十八条　为确保临床试验用药品包装和贴签的准确
性，应当建立操作规程，明确防止贴错标签的措施，如进行标

签数量平衡计算、清场、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中间控制检查

等。涉及盲法试验的，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试验药物与

对照药品（含安慰剂）出现贴签错误。对于需要去除原有产

品标签和包装的操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试验药物与对

照药品（含安慰剂）出现污染、交叉污染以及混淆、差错。

第二十九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包装应当能够防止和避
免其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变质、污染、损坏和混淆，任何开启

或更改包装的活动都应当能够被识别。

第三十条　试验药物和对照药品通常不得在同一包装线
同时包装。因临床试验需要在同一包装线同时包装的，应当

有适当的操作规程及设备，并确保相关操作人员经过培训，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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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发生混淆和差错。

第三十一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标签应当清晰易辨，通
常包含下列内容：

（一）临床试验申请人、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名称等；

（二）识别产品与包装操作的批号和／或编号（用于盲法
试验的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标签信息应当能够保持盲态）；

（三）临床试验编号或其他对应临床试验的唯一代码；

（四）“仅用于临床试验”字样或类似说明；

（五）有效期，以 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或 ＸＸＸＸ
（年）／ＸＸ（月）等能明确表示年月日的方式表示；

（六）规格和用法说明（可附使用说明书或其他提供给受

试者的书面说明，内容应当符合临床试验方案要求）；

（七）包装规格；

（八）贮存条件；

（九）如该临床试验用药品允许受试者带回家使用，须进

行特殊标注，避免误用。

第三十二条　内外包装上均应当包含本附录第三十一条
中全部标签内容。如内包装标签尺寸过小无法全部标明上述

内容，应当至少标注本附录第三十一条中标签内容的（一）至

（四）项。

第三十三条　如需变更有效期，临床试验用药品应当粘
贴附加标签，附加标签上应当标注新的有效期，同时覆盖原有

的有效期。粘贴附加标签时不得覆盖原批号或药物编码。

经申请人评估后，可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进行粘贴变

更有效期的附加标签操作。

粘贴附加标签操作应当按照申请人批准的操作规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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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操作人员须经培训并批准，操作现场需有人员复核确认。

粘贴附加标签应当在临床试验相关文件或批记录中正确记录

并确保可追溯。申请人应当对附加标签操作的临床试验用药

品进行质量审核。

第三十四条　应当根据临床试验方案的设盲要求，对临
床试验用药品包装的外观相似性和其他特征的相似性进行检

查并记录，确保设盲的有效性。

第九章　质量控制

第三十五条　质量控制活动应当按照质量标准、相关操
作规程等组织实施。每批次临床试验用药品均须检验，以确

认符合质量标准。应当对检验结果超标进行调查评估。

第三十六条　每批临床试验用药品均应当留样：
（一）留样应当包括试验药物和安慰剂，留样的包装形式

应当与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包装形式相同，留样数量一般至少

应当能够确保按照相应质量标准完成两次全检，并至少保留

一件最小包装的成品。

（二）已上市对照药品的留样数量可基于风险原则确定，

留样数量应当满足对照药品可能的质量调查需要，并至少保

留一件最小包装的成品。

（三）临床试验用药品更改包装的，应当按更改前后的包

装形式分别留样，每种包装形式至少保留一件最小包装的

成品。

（四）留样应当包括已设盲的临床试验用药品，至少应当

保存一个完整包装的试验药物、对照药品（含安慰剂），以备

必要时核对产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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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临床试验用药品的留样期限按照以下情形中较长

的时间为准：

１．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批准后两年或临床试验终止后
两年；

２．该临床试验用药品有效期满后两年。
第三十七条　应当制定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性研究的

样品包装应当与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包装形式一致。对于更改

包装材料的临床试验用药品，应当考察变更包装后样品的稳

定性。

第十章　放 行

第三十八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放行应当至少符合以下
要求：

（一）在批准放行前，放行责任人应当对每批临床试验用

药品进行质量评价，保证其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内容

包括：

１．批记录，包括批生产记录、批包装记录、批检验记录等；
２．所有偏差和变更、后续完成的调查和评估已完成；
３．临床试验用药品包装符合要求，标签正确无误；
４．生产条件符合要求；
５．设施设备的确认状态、制备工艺与检验方法的验证

状态；

６．原辅料放行情况及中间产品、成品检验结果；
７．对照药品（含安慰剂）的有关检验结果（如适用）；
８．稳定性研究数据和趋势（如适用）；
９．贮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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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对照品／标准品的合格证明（如适用）；
１１．受托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审计报告（如适用）；
１２．对照药品合法来源证明（如适用）；
１３．其他与该批临床试验用药品质量相关的要求。
（二）临床试验用药品的质量评价应当有明确的结论，如

批准放行、不放行或其他决定，并经放行责任人签名。

（三）应当出具临床试验用药品放行审核记录。

第十一章　发 运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在临床试验用药品发运至临床试验
机构之前应当至少确认以下内容，并保存相关记录：

（一）临床试验用药品已批准放行；

（二）已符合启动临床试验所必需的相关要求，如伦理委

员会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或同意；

（三）对运输条件的检查和确认。

第四十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发运应当根据申请人的发
运指令及具体要求进行。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应当根据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包装、
质量属性和贮存要求，选择适宜的运送方式，采取相应措施防

止出现变质、破损、污染、温控失效等问题，并确认临床试验用

药品被送至指定的临床试验机构。

第四十二条　向临床试验机构运送的临床试验用药品应
当至少附有合格证明、运送清单和供研究机构人员使用的接

收确认单。

临床试验用药品的运送应当保留完整的书面记录，记录

内容通常应当包括临床试验用药品名称或代码、剂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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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或药物编码、数量、有效期、申请人、制备单位、包装形式、

贮存要求以及接收单位和地址、联系方式、发运日期、运输方

式、过程中的温度监控措施等。如委托运输，还应当包括承运

单位的相关信息。运送记录的内容可根据设盲需要进行适当

调整。

第四十三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通常不得从一个临床试验
机构直接转移至另一临床试验机构。如必需时，申请人和交

接双方的临床试验机构应有完善的转移临床试验用药品的质

量评估及操作规程，充分评估并经申请人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十二章　投诉与召回

第四十四条　对由于临床试验用药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投
诉，申请人应当与制备单位、临床试验机构共同调查，评估对

受试者安全、临床试验及药物研发的潜在影响。放行责任人

及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员应当参与调查。调查和处理过程应

当有记录。

第四十五条　需要召回临床试验用药品时，申请人应当
根据操作规程及时组织召回。临床研究者和监查员在临床试

验用药品召回过程中应当履行相应的职责。

第四十六条　当对照药品或临床试验方案规定的其他治
疗药品的供应商启动药品召回时，如涉及产品质量和安全性

问题，申请人应在获知召回信息后立即召回所有已发出的

药品。

第十三章　收回与销毁

第四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建立相应的操作规程，明确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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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用药品的收回流程和要求。收回应当有记录。收回的

临床试验用药品应当有明确标识，并储存在受控、专用的

区域。

第四十八条　收回的临床试验用药品通常不得再次用于
临床试验。如必需时，申请人应当对收回的临床试验用药品

的质量进行充分评估，有证据证明收回的临床试验用药品质

量未受影响，并按照相应的操作规程处置后方可再次使用。

第四十九条　申请人负责对未使用的和收回的临床试验
用药品进行销毁。如授权临床试验机构或第三方进行销毁，

应当书面授权，必要时申请人进行检查，以防止临床试验用药

品被用于其他用途。

确认临床试验用药品的发出、使用和收回数量平衡后，方

可对未使用的和收回的临床试验用药品进行销毁。销毁应当

有完整记录，内容至少包括销毁原因、销毁时间、销毁所涉及

的批号和／或药物编码、实际销毁数量、销毁人、监督人等信
息。销毁记录应当由申请人保存。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附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一）放行责任人

指具有一定的专业资历和药品研发及生产质量管理经

验，承担每批临床试验用药品放行责任的人员。

（二）临床试验用药品档案

包括临床试验用药品研发、制备、包装、质量检验、放行及

发运等相关活动的一组文件和记录。

（三）药物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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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随机分组的方法分配到每个独立包装的编码。

（四）早期临床试验

是指临床药理和探索性临床试验，原则上应包括初步的

安全性评价、药代动力学研究、初步的药效学研究和剂量探索

研究。

第五十一条　临床试验用药品所用原料药参照本附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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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除菌过滤技术及应用
指南等３个指南的通告

（２０１８年第８５号）

发布时间：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为加强药品生产监管，进一步指导和规范药品生产企业

科学系统地开展除菌过滤技术及应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除菌过滤技术及应用指南》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指南（无菌原料药）》《无菌工艺模拟试验

指南（无菌制剂）》，作为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指导性文件，现予发布，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１．除菌过滤技术及应用指南
２．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指南（无菌原料药）
３．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指南（无菌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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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除菌过滤技术及应用指南

１．目的
为指导和规范除菌过滤技术在无菌药品生产中的应用，

保证无菌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稳定，依据《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及附录，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性，仅作为药品生产企业、工程设

计、设备制造以及药品监管单位的人员参考使用。本指南是

基于目前的认知与科技水平起草的，并不限制新技术与新方

法的引入。企业可以采用经过验证的替代方法，达到本指南

要求。

２．定义
本指南中的除菌过滤是指采用物理截留的方法去除液体

或气体中的微生物，以达到无菌药品相关质量要求的过程。

３．范围
本指南包括除菌过滤系统的设计、选择、验证、使用等内

容，适用于无菌药品从工艺开发到上市生产的整个生命周期。

４．过滤工艺及系统设计
４．１过滤工艺的设计
过滤工艺设计时，应根据待过滤介质属性及工艺目的，选

择合适的过滤器并确定过程参数。

除菌过滤工艺应根据工艺目的，选用０．２２微米（更小孔
径或相同过滤效力）的除菌级过滤器。０．１微米的除菌级过
滤器通常用于支原体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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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菌药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微生物控制，避免微生物

污染。最终除菌过滤前，待过滤介质的微生物污染水平一般

小于等于１０ｃｆｕ／１００ｍｌ。
选择过滤器材质时，应充分考察其与待过滤介质的兼容

性。过滤器不得因与产品发生反应、释放物质或吸附作用而

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除菌过滤器不得脱落纤维，严禁

使用含有石棉的过滤器。

合理的过滤膜面积需要经过科学的方法评估后得出。面

积过大可能导致产品收率下降、过滤成本上升；过滤面积过小

可能导致过滤时间延长、中途堵塞甚至产品报废。

应注意过滤系统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存在卫生死角。过

滤器进出口存在一定的限流作用。应根据工艺需要，选择合

适的进出口大小。

选择过滤器时，应根据实际工艺要求，确定过滤温度范

围、最长过滤时间、过滤流速、灭菌条件、进出口压差范围或过

滤流速范围等工艺参数，并确认这些参数是否在可承受范

围内。

药品生产企业在选择除菌过滤器供应商时，应审核供应

商提供的验证文件和质量证书，确保选择的过滤器是除菌级

过滤器。药品生产企业应将除菌过滤器厂家作为供应商进行

管理，例如进行文件审计或工厂现场审计、质量协议和产品变

更控制协议的签订等。

４．２过滤系统的设计
在设计除菌过滤系统时，应充分认识除菌过滤工艺的局

限性。由于除菌过滤器不能将病毒或支原体全部滤除，可采

用热处理等方法来弥补除菌过滤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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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采取措施降低过滤除菌的风险，例如宜安装第二

只已灭菌的除菌过滤器，最终的除菌过滤滤器应当尽可能接

近灌装点。通常通过两个或以上相同或递减孔径的过滤方

式，统称为序列过滤。序列过滤系统中，如果在最终除菌过滤

器前增加一个除菌级过滤器，并且确保两个过滤器之间无菌，

以及控制过滤前介质的微生物污染水平一般小于等于１０ｃｆｕ／
１００ｍｌ，这种情况下称为冗余过滤系统。冗余过滤系统中，接
近灌装点的过滤器称为主过滤器，其前端的过滤器则称为冗

余过滤器。冗余过滤系统使用后，如果主过滤器完整性测试

通过，则冗余过滤器不需要进行完整性测试；如果主过滤器完

整性测试失败，冗余过滤器必须通过完整性测试。另一种序

列过滤系统是指在过滤工艺中经过验证需要一系列（两个或

以上）的除菌级过滤器才能达到除菌效果的系统，那么这一

系列的过滤器被认为是一个除菌单元，在使用后必须全部通

过完整性测试。

过滤器位置设计时应该考虑有菌气体或液体的释放，并

且根据产品批量、管路长短、安装和灭菌方便性等，确认过滤

器安装的区域和位置。

过滤系统设计时，应考虑过滤器完整性测试的方便性及

其给系统带来的微生物污染风险。过滤器灭菌后，接触其下

游系统的气体和冲洗液体必须是无菌的。

除菌过滤系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灭菌的安全性和

方便性。使用在线灭菌方式时，应考虑系统内冷空气及冷凝

水的排放问题，从而保证系统温度最低点也能达到预期的 Ｆ０
值。采用离线方法灭菌时，应充分考虑转移和安装过程的风

险。例如：应注意气流方向，操作人员的无菌操作过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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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无菌连接器等连接方案。

若采用一次性过滤系统且需进行使用前完整性测试或预

冲洗，在设计时需额外考虑如下因素：上游连接管路的耐压

性、下游的无菌性、下游能提供足够的空间（比如安装除菌级

屏障过滤器或相应体积的无菌袋）进行排气排水。如果使用

一次性无菌连接装置，应有文件证明不会有微生物进入污染

的风险。

５．除菌过滤验证
５．１除菌过滤验证概述
本指南所述的除菌过滤验证包含除菌过滤器本身的性能

确认和过滤工艺验证两部分。除菌过滤器性能确认和过滤工

艺验证，两者很难互相替代，应独立完成。

除菌过滤器本身的性能确认一般由过滤器生产商完成，

主要的确认项目包括微生物截留测试、完整性测试、生物安全

测试（毒性测试和内毒素测试）、流速测试、水压测试、多次灭

菌测试、可提取物测试、颗粒物释放测试和纤维脱落测试等。

过滤工艺验证是指针对具体的待过滤介质，结合特定的

工艺条件而实施的验证过程，一般包括细菌截留试验、化学兼

容性试验、可提取物或浸出物试验、安全性评估和吸附评估等

内容。如果过滤后，以产品作为润湿介质进行完整性测试，还

应进行相关的产品完整性测试验证。除菌过滤工艺验证可以

由过滤器的使用者或委托试验检测机构（例如：过滤器的生

产者或第三方试验室）完成，但过滤器使用者应最终保证实

际生产过程中操作参数和允许的极值在验证时已被覆盖，并

有相应证明文件。

不同过滤器生产商的验证文件一般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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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生产商的同一材质的除菌过滤验证文件往往也不能直接

互换，除非有合理的声明或文件支持。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有

两个或以上不同生产商提供同一材质或者不同材质的过滤

器，或同一生产商的同一材质（不同的成膜工艺）的过滤器，

验证应该分别进行。

５．２细菌截留试验
细菌截留试验的研究目的是模拟实际生产过滤工艺中的

最差条件，过滤含有一定量挑战微生物的产品溶液或者产品

替代溶液，以确认除菌过滤器的微生物截留能力。

缺陷型假单胞菌（直径大约为 ０．３—０．４微米，长度 ０．
６—１．０微米，必须是单一的、分散的细胞），是除菌过滤验证
中细菌截留试验的标准挑战微生物。在有些情况下，缺陷型

假单胞菌不能代表最差条件，则需要考虑采用其他细菌。如

果使用其他细菌，应保证该细菌足够细小，以挑战除菌级过滤

器的截留性能，并能代表产品及生产过程中发现的最小微

生物。

在除菌过滤验证中使用滤膜还是滤器，取决于验证的目

的。如果微生物截留试验的目的是验证过滤工艺中特定膜材

的细菌截留效能，那么使用滤膜是能满足需要的。微生物截

留试验中所用的滤膜必须和实际生产中所用过滤器材质完全

相同，并应包括多个批次（通常三个批次）。其中至少应有一

个批次为低起泡点（低规格）滤膜。为了在微生物挑战试验

中实施最差条件，一般需要使用完整性测试的数值非常接近

过滤器生产商提供的滤器完整性限值的滤膜（例如不高于标

准完整性限值的１１０％）。如果在验证中没有使用低起泡点
滤膜，那么在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标准溶液滤膜／芯起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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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必须高于验证试验中实际使用的滤膜的最小起泡点值。

微生物截留试验应选择０．４５微米孔径的滤膜作为每个
试验的阳性对照。挑战微生物的尺寸需要能够穿透过０．４５
微米的滤膜，以证明它培养到合适的大小和浓度。三个不同

批号的０．２２微米（或０．２微米）测试滤膜和０．４５微米的对照
滤膜都需在一个试验系统中平行在线进行挑战试验。

应尽可能将挑战微生物直接接种在药品中进行细菌挑

战。但是药品和／或工艺条件本身可能会影响挑战微生物的
存活力，因此在进行细菌截留实验之前，需要确认挑战微生物

于工艺条件下在药品中的存活情况，以确定合理的细菌挑战

方法，也即活度实验（生存性实验）。如果使用替代溶液进行

试验，需要提供合理的数据和解释。对于同一族产品，即具有

相同组分而不同浓度的产品，可以用挑战极限浓度的方法进

行验证。过滤温度、过滤时间、过滤批量和压差或流速会影响

细菌截留试验的结果。

５．３可提取物和浸出物试验
浸出物存在于最终原料药和药品中，通常包含在可提取

物内，但由于分离和检测方法的限制以及浸出物的量极小，很

难被定量或定性。应先获得最差条件下的可提取物数据，将

其用于药品的安全性评估。可提取物反映了浸出物的最大可

能，无论是否要做浸出物试验，可提取物的测试和评估都非常

重要。

可提取物试验在选择模型溶剂之前必须对产品（药品）

处方进行全面的评估。用于测试的模型溶剂应能够模拟实际

的药品处方，同时与过滤器不应有化学兼容性方面的问题。

通常应具有与产品相同或相似的理化性质，如 ｐＨ值、极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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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强度等。如果使用了模型溶剂或几种溶液合并的方式，

则必须提供溶液选择的合理依据。

可提取物试验可以用静态浸泡或循环流动的方法，其影

响因素包括灭菌方法、冲洗、过滤流体的化学性质、工艺时间、

工艺温度、过滤量与过滤膜面积之比等。使用最长过滤时间、

最高过滤温度、最多次蒸汽灭菌循环、增加伽玛辐射的次数和

剂量都可能会增加可提取物水平。可提取物试验应使用灭菌

后的滤器来完成。用于试验的过滤器尽量不进行预冲洗。

可提取物和浸出物的检测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类。如

非挥发性残留物（ＮＶＲ）、紫外光谱、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ＲＰ
－ＨＰＬＣ）、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ＦＴＩＲ）、气相色谱 －质谱
（ＧＣ－ＭＳ）、液相色谱 －质谱（ＬＣ－ＭＳ）、总有机碳分析
（ＴＯＣ）等。为了保证分析方法的可靠性，需对分析方法进行
验证或确认。选择哪几种分析方法，取决于实际的药品和生

产工艺以及过滤器生产商对过滤器的充分研究。

在完成可提取物或者浸出物试验后，应针对过滤器可提

取物或浸出物的种类和含量，结合药品最终剂型中的浓度、剂

量大小、给药时间、给药途径等对结果进行安全性评估，以评

估可提取物和浸出物是否存在安全性风险。

５．４化学兼容性试验
化学兼容性试验用来评估在特定工艺条件下，待过滤介

质对过滤装置的化学影响。

化学兼容性试验应涵盖整个过滤装置，不只是滤膜。试

验的设计应考虑待过滤介质性质、过滤温度和接触时间等。

试验过程中的过滤时间应达到或者超过实际生产过程的最长

工艺时间，过滤温度应达到或者超过生产过程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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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兼容性试验检测项目一般包括：过滤器接触待过滤

介质前后的目视检查；过滤过程中流速变化；滤膜重量／厚度
的变化；过滤前后起泡点等完整性测试数值的变化；滤膜拉伸

强度的变化；滤膜电镜扫描确认等。应基于对滤膜和滤器材

料的充分了解，综合选择上述多种检测方法。

５．５吸附试验
待过滤介质中的某些成分粘附在滤器上的过程，可能影

响待过滤介质的组成和浓度。过滤器中吸附性的材料包括滤

膜、外壳和支撑性材料。流速、过滤时间、待过滤介质浓度、防

腐剂浓度、温度和ｐＨ值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吸附效果。
５．６基于产品完整性试验
应明确过滤器使用后完整性测试的润湿介质。如果采用

的润湿介质为药液，则应进行产品相关完整性标准的验证以

支持该标准的确定。实验室规模下按比例缩小的研究是产品

完整性试验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在实际工艺条件下定期

监测产品起泡点或者产品扩散流的趋势，作为验证的一部分。

５．７再验证
完成过滤工艺的验证之后，还应当定期评估产品性质和

工艺条件，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再验证。产品、过滤器、工艺

参数等变量中任何一个发生改变，均需要评估是否需要再验

证。至少（但不限于）对以下内容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

开展再验证：

 单位面积的流速高于已验证的流速

 过滤压差超过被验证压差

 过滤时间超过被验证的时间

 过滤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过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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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温度变化

 产品处方改变

 过滤器灭菌条件或者灭菌方式改变

 过滤器生产商改变，过滤器生产工艺的变更，或者过
滤器的膜材或结构性组成发生改变

５．８气体过滤验证
除了上述液体除菌过滤的验证，对于气体过滤的验证，过

滤器使用者应首先评估过滤器生产商的验证文件是否已经能

覆盖实际生产中的不同应用。应对气体过滤器的使用寿命以

及更换频率进行评估。评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过滤器

完整性、外观、灭菌次数、工作的温度、使用点等。

５．９一次性过滤系统验证
一次性过滤系统除过滤器外，通常还包含其他组件。在

验证时应充分考虑其他组件对工艺和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的影响。

６．除菌过滤器、系统的使用
６．１使用
过滤器安放位置应便于其安装、拆卸、检测等操作并且不

能影响其使用功能。过滤器与支撑过滤器的设备、地面、墙面

等连接应牢固可靠。过滤器各部件间应接合紧密，密封良好，

能够耐受生产操作压力，且无泄漏、变形。滤器、滤膜安装前

应确认其规格、型号、外观符合要求。组装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污染。应按照滤器的使用说明进行安装。如果现场有多种

规格滤器时，应有第二人对滤器信息进行复核确认，复核应有

记录。

为了减少滤器产生的颗粒及其他异物影响产品，可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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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好的除菌过滤系统进行必要的预冲洗。应结合供应商提供

的方法进行冲洗。冲洗方法应经过验证。在正常操作时，冲

洗量应不低于验证的最低冲洗量。冲洗后应采用适当方法排

除冲洗液。

除菌过滤系统应进行风险评估，尽量进行密闭性确认。

过滤器上游系统密闭性可通过压力保持和在线完整性测试等

方式确认。过滤器下游密闭性可通过压力保持进行确认，相

关参数应经过验证。

除菌过滤应在规定的工艺控制参数范围内进行，为保证

除菌过滤的有效性，应对影响除菌过滤效果的关键参数进行

控制和记录。控制项目应包括除菌过滤温度、时间、压力、上

下游压差等；系统的灭菌参数、无菌接收容器的灭菌参数；以

及过滤器完整性测试结果等。

除了过程参数，还应对滤器的关键信息进行记录（如：货

号、批号和序列号，或其他唯一识别号），以利追溯。

应制定企业的培训计划，除菌过滤器的相关培训应纳入

培训计划中。培训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理论知识

培训包括滤器生产商提供的使用说明、工作原理、相关参数及

滤芯、过滤系统相关验证要求；操作技能培训包括相关滤芯使

用的标准操作规程，如完整性测试培训、清洗灭菌、干燥、保存

等操作培训、产品除菌过滤工艺培训、系统密闭性测试培训

等。应对人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考核合格后上岗。

当系统或参数发生变更，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内容修订后，应

对人员进行再培训。

除菌过滤工艺过程发生偏差时，应进行深入的调查，以找

到根本原因并采取纠偏措施。对发生偏差的产品应进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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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６．２灭菌
使用前，除菌过滤器必须经过灭菌处理（如在线或离线

蒸汽灭菌，辐射灭菌等）。在线蒸汽灭菌的设计及操作过程

应重点考虑滤芯可耐受的最高压差及温度。灭菌开始前应从

滤器及管道设备中排出系统内的非冷凝气体和冷凝水。灭菌

过程中，过滤系统内部最冷点应达到设定的灭菌温度。在整

个灭菌过程中，滤芯上下游压差不能超过滤芯在特定温度下

可承受的最大压差。灭菌完成后，可引入洁净的空气或其他

适合气体来对系统进行降温。降温时应维持一定的正向压力

以保持系统的无菌状态。

使用灭菌器进行灭菌时，通常采用脉动真空灭菌方法。

灭菌过程应保证滤器能被蒸汽穿透，从而对过滤器进行彻底

灭菌。不论采用滤芯加不锈钢套筒还是囊式滤器的形式，滤

器的进口端和出口端都应能透过蒸汽。应参考滤器生产商提

供的灭菌参数进行灭菌。温度过高可能导致过滤器上的高分

子聚合物材质性质不稳定，并可能影响滤器的物理完整性或

增高可提取物水平。

除菌过滤中可能会用到滤器、一次性袋子、软管等装置，

这些物品可采用辐射灭菌的方式进行灭菌。已被辐射灭菌过

的过滤器、袋子及软管等，由于累积剂量效应的缘故，通常不

应被多次灭菌。如果再加以蒸汽灭菌，则可能增加可提取物

水平，除非对除菌过滤器的辐照和蒸汽重复灭菌进行了验证。

罐体呼吸器采用在线蒸汽进行灭菌时，可采用反向进蒸

汽的方式，即蒸汽直接引入罐体，然后从呼吸器滤芯下游穿过

滤芯，从上游排出。但应控制滤芯灭菌时的反向压差。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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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应保持在滤芯可耐受压差范围之内。反向灭菌时建议使用

带有卡入式接口的滤芯，不建议采用直插式滤芯。

６．３完整性测试
除菌过滤器使用后，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立即对其完整

性进行测试并记录。除菌过滤器使用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

来确定是否进行完整性测试，并确定在灭菌前还是灭菌后进

行。当进行灭菌后－使用前完整性测试时，需要采取措施保
证过滤器下游的无菌性。常用的完整性测试方法有起泡点测

试、扩散流／前进流试验或水侵入法测试。
进入Ａ级和Ｂ级洁净区的消毒剂，应经除菌过滤或采用

其他适当方法除菌。如果使用过滤方法除菌，应评估消毒剂

与所选择滤器材质之间的适用性。滤器使用后需进行完整性

测试。

用于直接接触无菌药液或无菌设备表面的气体的过滤

器，应在每批或多批次连续生产结束后对其进行完整性测试。

对于其他的应用，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完整性测试

的频率。气体过滤器的完整性测试，可以使用低表面张力的

液体润湿，进行起泡点或者扩散流／前进流的测试；也可以使
用水侵入法测试。水侵入法可作为优先选择。

对于冗余过滤，使用后应先对主过滤器进行完整性测试，

如果主过滤器完整性测试通过，则冗余过滤器不需要进行完

整性测试；如果主过滤器完整性测试失败，则需要对冗余过滤

器进行完整性测试。冗余过滤器完整性测试结果可作为产品

放行的依据。除菌过滤器使用前，应通过风险评估的方式确

定是否进行完整性测试，以及测试哪一级过滤器或者两级过

滤器都要进行检测，并确定在过滤器灭菌前还是灭菌后进行。

—９４２—



灭菌后的检测，应考虑确保两级过滤器之间的无菌性。

可根据工艺需要和实际条件，决定采用在线完整性测试

或者离线完整性测试。但应注意，完整性测试是检测整个过

滤系统的完整性，而非仅针对过滤器本身。在线测试能更好

地保证上下游连接的完整性。当无法满足在线测试条件时，

可选择进行离线完整性测试。此时应将过滤器保持在套筒中

整体拆卸，并直接进行测试，不应将滤芯从不锈钢套筒拆卸单

独测试。

考虑到完整性测试结果的客观性以及数据可靠性，应尽

可能在关键使用点使用自动化完整性测试仪。自动化完整性

测试仪应在使用前，进行安装确认、运行确认和性能确认。应

建立该设备使用、清洁和维护的操作规程，以及定期的预防性

维护计划（其中应当包含设备的定期校验要求）。

对于标准介质（水或者某些醇类）润湿的除菌过滤器完

整性测试，其参数的设定应以过滤器生产厂家提供的参数为

标准，且该参数必须经过过滤器生产厂家验证，证明其与细菌

截留结果相关联。通常该参数可在过滤器的质量证书上

获得。

如果实际工艺中，需要用非标准介质（通常为实际产品）

润湿，进行除菌过滤器完整性测试，则完整性测试限值，如产

品起泡点或者产品扩散流标准，必须通过实际产品作为润湿

介质进行的验证获得。

应建立完整性测试的标准操作程序，包括测试方法、测试

参数的设定、润湿液体的性质和温度、润湿的操作流程（如压

力、时间和流速范围）、测试的气体、数据的记录要求等内容。

对完整性测试结果的判定，不应该直接看“通过／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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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应该对测试结果的具体数值或者自动完整性测试仪报

告中的过程数据进行完整记录并审核。

如果完整性测试失败，需记录并进行调查。可考虑的影

响因素有：润湿不充分、产品残留、过滤器安装不正确、系统泄

漏、不正确的过滤器、自动化程序设置错误和测试设备问题

等。再测试时，应根据分析结果采取以下措施，如加强润湿条

件、加强清洗条件、用低表面张力液体如醇类进行润湿，检测

系统密闭性、核对过滤器的型号是否正确、检查自动化程序设

置和检查设备等。再测试的过程和结果都应当有完备的文件

记录。

６．４重复使用
液体除菌过滤器在设计和制造时，一般只考虑了在单一

批次中的使用情况，或者在多批次连续生产周期内使用的情

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过滤器被使用在多批次、同一产

品的生产工艺中。一般认为“液体除菌级过滤器的重复使

用”可以定义为：用于同一液体产品的多批次过滤。以下情

况都属于液体过滤器重复使用情况：

（１）批次间进行冲洗
（２）批次间冲洗和灭菌
（３）批次间冲洗、清洗和灭菌
在充分了解产品和工艺风险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的

方式，对能否反复使用过滤器进行评价。风险因素包括：细菌

的穿透、过滤器完整性缺陷、可提取物的增加、清洗方法对产

品内各组分清洗的适用性、产品存在的残留（或组分经灭菌

后的衍生物）对下一批次产品质量风险的影响、过滤器过早

堵塞、过滤器组件老化引起的性能改变等。评估应考虑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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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提供充分的验证和数据支持，在使用过程中应持续

监测。

６．５气体过滤器特殊考虑因素
由于滤膜的疏水性，气体过滤器可使气体自由通过。但

由于系统或环境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冷凝水则可能会导致气体

过滤不畅，严重时会导致系统或滤器损坏。如有必要，应在过

滤管线上的合理位置安装冷凝水排放装置。对于罐体呼吸用

过滤器，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装加热套，以保证气体顺

利通过滤芯。

６．６一次性过滤系统
因为一次性过滤系统预灭菌的特殊性，在拆包装时需要

确认：外包装是否完好；产品仍在有效期内；包装上具有预灭

菌标签且能判断已经过预灭菌处理；以及组件正确性；是否破

损、明显的异源物质等。

安装时需注意不能破坏系统下游的无菌性，鼓励采用无

菌连接器以降低风险。

在决定一次性过滤系统使用前是否进行完整性测试时，

应基于以下因素进行风险评估（但不局限于以下因素）：

 评估过滤器完整性失败的影响，包括将非无菌产品引
入无菌区域的可能性

 评估额外增加的组件和操作引入污染的风险

 检测到潜在破损的可能性

 进行使用前－灭菌后完整性测试时，破坏过滤器下游
无菌的可能性

 润湿液体是否会稀释产品或影响产品质量属性

 额外增加的时间对于时间敏感型工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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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减菌过滤工艺
相对于除菌过滤，减菌过滤是通过过滤的方法将待过滤

介质中的微生物污染水平下降到可接受程度的过滤工艺。

减菌过滤通常设计在：终端灭菌工艺生产的无菌制剂的

灌装前端，或非最终灭菌工艺生产的无菌制剂的除菌过滤工

序前端。减菌过滤的目的是使产品最终灭菌前或除菌过滤前

的微生物污染水平符合预期。

减菌过滤系统应采用孔径０．４５微米或０．２２（或以下）微
米的过滤器，以获得可接受的微生物污染水平。过滤系统的

设计应以工艺参数和结果可控为目标，综合考虑：过滤器的尺

寸、过滤药液量、过滤时间、过滤压差、药液的接收和储存的方

式和时间等要素。由于过滤前后的药液是非无菌的，设计时

应注意药液中微生物污染水平的变化。

应通过验证来确认减菌过滤器不会对药液产生负面影

响。减菌过滤工艺的验证可作为产品工艺验证的一部分。

减菌过滤的正常运行是保证产品最终灭菌前（或除菌过

滤前）的微生物污染水平符合可接受程度的重要措施。减菌

过滤工艺验证应包括化学兼容性，可提取物／浸出物及吸附
等。应建立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来规范过滤器的使用，如安

装、系统连接、消毒或灭菌、完整性测试等操作；应制定减菌过

滤工艺的关键工艺参数，如过滤压差，过滤时间等。

重复使用过滤器滤芯时，也应进行清洗效果，最多灭菌

（或消毒）次数等验证等。重复使用滤芯应对待过滤介质无

不良影响，不增加产品污染和交叉污染的风险。重复使用的

滤芯不得用于不同种类的产品，应制定标准操作规程管理重

复使用滤芯的清洗、灭菌、储存、标识等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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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术语解释
（１）微生物污染水平：存在于原料、原料药起始物料、中

间体或原料药中微生物的种类及数量。

（２）吸附：待过滤介质中的某些成分粘附在滤膜（或滤
器）上的过程，可能影响待过滤介质的成分和浓度。

（３）除菌过滤器：根据ＡＳＴＭ８３８－１５，用挑战水平大于等
于１×１０７ｃｆｕ／ｃｍ２有效过滤面积的缺陷型假单胞菌对过滤器
进行挑战，经过适当验证，可以稳定重现产生无菌滤出液的过

滤器。

（４）有效过滤面积：可用于过滤工艺介质的过滤器总表
面积。

（５）冗余过滤：为降低除菌过滤的风险而采用的一种多
级过滤系统。即在最终除菌过滤器之前安装一级已灭菌的除

菌级过滤器，并保证这两级过滤器之间的无菌性。在冗余过

滤系统中，靠近最终灌装点的一级一般称为主过滤器。前面

一级称为冗余过滤器。在符合冗余过滤的条件下，当主过滤

器完整性测试失败时，冗余过滤器通过测试，产品仍可以

接受。

（６）序列过滤：通过两个或以上相同或递减孔径的过滤
方式。

（７）完整性测试：与过滤器／过滤装置的细菌截留能力相
关的一种非破坏性物理测试。

（８）无菌连接：在非无菌环境下连接两个或多个独立的
系统而不破坏系统无菌性的连接方式。

（９）屏障过滤器：同时含有疏水性和亲水性滤膜，可同时
过滤气体和液体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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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化学兼容性试验：过滤器与被过滤介质之间有无不
良的反应和相互作用的测试。

（１１）一次性过滤系统：一种过滤工艺设备解决方案，通
常由聚合材料组件装配而成，形成一个完整的过滤系统，用于

单次或一个阶段性生产活动，单次使用后即抛弃。

（１２）可提取物：在极端条件下（例如有机溶剂、极端高
温、离子强度、ｐＨ、接触时间等），可以从过滤器及其他组件材
料的工艺介质接触表面提取出的化学物质。可提取物能够表

征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在工艺介质中可能的潜在浸出物。

（１３）最差条件：导致工艺及产品失败的概率高于正常工
艺的条件或状态，即标准操作规程范围以内工艺的上限和下

限。但这类最差条件不一定必然导致产品或工艺的不合格。

（１４）浸出物：在存储或常规工艺条件下，从接触产品或
非接触产品的材料中迁移进入药物产品或工艺流体中的化学

物质。浸出物可能是可提取物的一个子集，也可能包括可提

取物的反应或降解后产物。

（１５）模型溶剂：与实际药品成分的物理、化学性质相同
或相似的萃取溶剂。实际药品的ｐＨ、合适浓度的有机溶剂和
有机溶质均为模型溶剂选择的依据。

（１６）起泡点：气体从被充分润湿的多孔滤膜中的最大膜
孔挤出并形成连续稳定或大量的气体时所需要的最小压力。

（１７）扩散流＼前进流：施加一个低于起泡点的气体压力，
气体分子通过充分润湿的膜孔扩散至滤膜下游的气体流速。

（１８）水侵入法测试：是在一定压力下，测量干燥疏水性
滤膜对水润湿的抵抗力。即在低于水突破（水被压通过）压

力下，测量少量但可测的液面下降所形成的“表观”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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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多批次连续生产：中间不清洗，不灭菌的连续运行
多批次的生产模式。

（２０）最终灭菌：对完成最终密封的产品进行灭菌处理，
以使产品中微生物的存活概率（即无菌保证水平，ＳＡＬ）不得
高于１０－６的生产方式。通常采用湿热灭菌方法的标准灭菌
时间Ｆ０值应大于８分钟。流通蒸汽处理不属于最终灭菌。
９．９参考法规与指南
［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订）及附录；
［２］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４０，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ｉｎｇ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ｓｅｓ；
［３］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６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０８，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ｉｎｇ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ｓ；
［４］ＵＳＦＤ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ｅｒｉｌｅＤｒｕ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Ａｓｅｐ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４；

［５］ＥＵ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ｏ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ｎｅｘ１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ｔｅｒｉ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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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

指南（无菌原料药）

１．目的
为指导和规范无菌原料药生产企业开展无菌工艺模拟验

证，充分评价无菌原料药生产过程的无菌保障水平，确保无菌

原料药的安全性，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

订）》及附录，制定本指南。

２．定义
本指南所述的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是指采用适当的培养

基或其他介质，模拟原料药生产中无菌操作的全过程，评价该

工艺无菌保障水平的一系列活动。

３．范围
３．１本指南涵盖了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基本要求、不同

工艺模式的相应要求、试验的基本流程和结果评价等内容，适

用于无菌原料药的无菌工艺验证。

３．２本指南所述条款是在现有无菌工艺技术基础上提出
的相关要求，旨在规范企业开展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活动。在

科学的基础上，鼓励新技术、新设备的引入，进一步提高无菌

原料药的无菌保障水平。

４．原则
在对无菌生产工艺充分认知和生产经验累积的基础上，

应结合工艺、设备、人员和环境等要素定期开展无菌工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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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以确认无菌生产过程的可靠性。同时也为企业及时识

别风险，进而改进无菌控制措施提供数据支持。开展无菌工

艺模拟试验应遵循以下原则：

４．１基于无菌工艺设计，对无菌生产全过程实施风险评
估，识别生产过程风险点，评估现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模拟

试验方案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

４．２应充分考虑硬件装备水平与无菌风险的关联性，结
合无菌生产过程所涉及到的工艺、设备、人员以及操作时限等

因素针对性开展模拟试验，尽可能模拟实际无菌生产全过程，

应特别关注暴露操作、人工干预等高风险过程。

４．３如生产线有多种无菌生产工艺，应采用风险管理的
模式，在综合评价不同无菌生产工艺的基础上设计模拟试验

方案，以评价每种无菌工艺过程的可靠性。

４．４如无菌生产工艺存在显著差异，宜对每种工艺开展
模拟试验。

５．无菌原料药生产工艺及模拟范围
无菌原料药的无菌生产工艺通常为：原料药进一步精制

和无菌操作的结合，作为无菌原料药生产工艺的开始，多采用

除菌过滤或其他除菌技术将物料中的微生物去除，之后采取

无菌操作技术的工艺单元，最终获得免受微生物污染的原料

药。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应从第一步无菌操作开始，即经除菌

过滤或其他方法获取无菌药液，直至无菌产品完全密封结束。

与无菌制剂工艺相比，无菌原料药的生产工艺一般更复

杂，工艺设备选型呈现出非标化和功能设计差异化等特点。

即使是同一无菌工艺过程，因设备选型和系统密闭程度的不

同，无菌风险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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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菌原料药常用无菌工艺包括：无菌结晶工艺、无

菌冷冻工艺和无菌喷雾干燥工艺。

５．１无菌结晶工艺
典型的无菌结晶工艺流程是从非无菌物料开始，经除菌

过滤进入无菌结晶罐内，通过调整物料温度或加入其他溶剂

使物料中有效活性成分结晶或沉淀析出，该过程会因控制晶

体生长的需要而引入晶种。养晶结束后进入固液分离设备，

去除母液获得湿品，必要时对湿品进行洗涤，湿品在固液分离

设备内进行干燥或通过辅助密闭系统转移至其他干燥设备内

进行干燥，之后根据产品特性和最终质量要求进行必要的整

粒（或微粉化），以控制产品粒度大小和分布，混粉也是常用

的工艺单元，主要解决产品均一性的问题。最后产品经分装、

密封，将产品严封于容器内。

５．２无菌冻干工艺
常见的无菌冻干工艺流程包括：液体物料经除菌过滤得

到无菌料液，在无菌防护下使用加料枪将无菌料液注入冻干

机托盘内，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冷冻真空干燥，干燥结束后经除

菌级呼吸器释放冻干机内的真空。在无菌防护下打开冻干机

门，将干品由托盘转移至无菌料仓内，或在无菌防护下通过真

空密闭吸料系统将干品转移至下一工序，干品通常需要整粒

和混粉工艺，以得到质量均一的干品，最后经分装、密封，将产

品严封于容器内。

５．３无菌喷雾干燥工艺
无菌喷干工艺适用于耐热性好的无菌原料药，工艺流程

通常包括：液体物料经除菌过滤后持续稳定地注入干燥塔内，

在无菌高压空气的作用下瞬间雾化成液滴，并与流动的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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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空气发生传质传热，液滴因水分迅速蒸发而变为粉末状干

品，获得的干品经气固分离器收集至无菌料仓内，或直接分装

至最终市售包装内。产品在料仓内可实现进一步混粉操作，

随后经分装机完成干品的分装、密封等过程，将产品严封于容

器内。

５．４密闭与开放系统
通常无菌工艺由一系列的无菌单元操作组成，单元操作

分为“密闭”或“开放”系统，采用“密闭”系统可更好的保障无

菌水平。

５．４．１“密闭”系统
“密闭”系统是通过物理隔离的方式，阻止环境中微生物

进入系统内部，保护药品免受外界的污染。因“密闭”系统设

计上的优越性，在无菌操作过程提供了可靠的无菌保护措施。

企业进行无菌原料药工艺设计时，应尽量考虑采用“密闭”系

统的可行性。“密闭”系统至少具备以下特征：

５．４．１．１能够实现在线灭菌（ＳＩＰ）或系统在使用前进行
密闭和灭菌。

５．４．１．２能够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保持系统的完整性。且
在与其他密闭系统连接时，能够保持系统完整性不受破坏。

５．４．１．３在实施预防性维护过程中，有相应措施保护系
统的完整性。

５．４．２“开放”系统
“开放”系统是不符合“密闭”系统规定的一项或多项特

征的系统，“开放”系统条件下进行的操作是影响最终药品无

菌特性的重要环节，如设备（或管道）的无菌连接、分装过程

容器的更换等，是引入微生物污染的高风险过程。模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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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时应重点考察以上过程中无菌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６．模拟试验方案的设计及实施过程要求
模拟试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通过模拟无菌生产工艺全

过程，证实生产过程中无菌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模拟试

验实施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６．１开展模拟试验的前提条件
开展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之前，应确认与无菌工艺相关的

支持性系统和灭菌系统等验证已完成，并达到了可接受的

标准。

６．１．１工艺设备、公用系统和辅助设施按照预期要求完
成了设计、安装、运行确认及与无菌生产有关的性能确认。

６．１．２已对工艺设备、公用系统、辅助设施等的灭菌方法
完成了相应的验证，物料及厂房、设施所用消毒剂及消毒方式

完成了相关的验证。

６．１．３药液及与产品接触的气体、设备组件、容器具灭菌
工艺完成了相应的验证。

６．１．４无菌生产区域的气流及环境达到了设计要求，并
能稳定运行。依据规定的消毒方法和频次进行环境消毒，应

避免消毒剂的过度使用。

６．１．５根据无菌生产工艺要求建立了相关文件。
６．１．６参与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人员接受了药品 ＧＭＰ、

无菌更衣、无菌操作、微生物知识和模拟试验方案的培训。

６．１．７进入无菌洁净区的全部人员通过了更衣程序的确
认，并采取文件或其他措施，确定了每位参与者可进入的区域

和允许的无菌操作项目。

６．２基于无菌风险的模拟试验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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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验方案设计应结合无菌生产工艺，尽量与实际无

菌操作过程保持一致，以求试验结果真实反映生产过程的无

菌保障水平。

６．２．１无菌生产工艺的风险评估
无菌生产工艺的设计基于对产品特性、工艺技术和无菌

保证措施的认知和经验的累积，设计模拟试验方案前应对无

菌生产工艺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以充分识别无菌生产过程

中潜在风险点，方案设计时充分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

６．２．２模拟试验方案设计时，应重点考察和评估高风险
无菌操作过程，如溶媒结晶工艺中引入晶种的过程。无菌生

产工艺的暴露操作是影响最终原料药无菌特性的重要环节，

如设备（或管道）的无菌连接、无菌容器的转运和更换、灌装

等关键操作。

６．２．３证实人员的无菌操作能力能够满足无菌生产要
求，是实施模拟试验的目的之一。模拟试验方案设计时，应结

合工艺过程中的开放系统，重点考察人员的无菌操作过程，评

价人员无菌操作素养和防护措施的可靠性。

６．３模拟介质的选择与评价
６．３．１模拟介质的选择
应考虑模拟介质与无菌工艺的适宜性，结合被模拟产品

的特点以及模拟介质的可过滤性、澄清度、灭菌方式等方面选

择模拟介质，以尽可能模拟无菌生产全过程。不应选择明显

具有抑菌性的模拟介质，以确保模拟试验结果的可信度。通

常可采用的模拟介质包括：促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基和安

慰剂。

６．３．２培养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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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１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ＴＳＢ）是一种广谱性培
养基，特别对无菌工艺环境中源自人体的细菌、芽孢和真菌有

良好的促生长效果，是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常用的培养基。

６．３．２．２如果产品需充入惰性气体、储存在无氧条件，无
菌操作在严格的厌氧环境中进行时（即氧气浓度低于 ０．
１％），应考虑采用厌氧培养基，如硫乙醇酸盐液体培养基
（ＦＴＭ），也可选择其他适宜的培养基。在厌氧的无菌工艺环
境监控中反复发现厌氧微生物或在产品无菌检查中发现厌氧

微生物时，应考虑增加厌氧培养基开展模拟试验。

６．３．２．３用于模拟抑菌性产品的培养基，如有必要需评
估抑菌性产品残存对其促生长能力及模拟试验结果的影响。

６．３．２．４包含动物来源成分的培养基，应考虑培养基引
入外源污染的风险。如ＢＳＥ（可传染性海绵脑病）、ＴＳＥ（疯牛
病）等风险，亦可选用植物来源的培养基。

６．３．３培养基的配制
６．３．３．１模拟试验的培养基应在适宜区域进行准备，需

注意培养基粉尘在环境中的扩散、残留及去除，防止其残存于

环境及设备表面而造成微生物滋生。通常按照药典要求或厂

商提供的配制方法配制培养基。配制后的培养基应尽快灭菌

或除菌过滤。

６．３．３．２培养基在模拟试验前应恢复至室温，即用型无
菌液体培养基储存和使用条件应遵循生产商要求。

６．３．４培养基的除菌与灭菌
６．３．４．１除菌过滤
由于培养基的特性与药液有差异，培养基除菌过滤的滤

器型号可与产品使用的过滤器不同。如因培养基颗粒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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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较大等原因引起除菌过滤器堵塞时，可增加预过滤。应

考虑降低非无菌培养基中细菌和霉菌生长的风险，以避免微

生物生长导致培养基过滤性能的降低。此外除菌过滤的方式

无法避免支原体污染，湿热灭菌或辐照灭菌有助于降低该潜

在风险，必要时可配合除菌过滤联合使用。针对以上情况应

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合理应对措施。

６．３．４．２湿热灭菌
在湿热灭菌过程中应考虑避免受热不均匀或灭菌不充分

现象。应对该灭菌方式进行风险评估和验证，也可使用无菌

干粉或液体成品培养基。

灭菌过程应遵循生产商推荐的灭菌时间和温度的建议，

并对灭菌过程予以验证。确保灭菌后培养基的促生长能力，

避免过长时间及过热灭菌使培养基碳化造成其促生长性能的

降低，应进行促生长能力试验。

６．３．４．３辐照灭菌
使用辐照灭菌的培养基粉末，应在适宜环境下进行配制

等操作。辐照灭菌过程应经过验证，并在产品质量报告中体

现验证所用的菌种和剂量等信息。

６．３．５培养基促生长能力试验
６．３．５．１应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前及１４天培养后按照

现行中国药典方法对培养基进行促生长能力试验。

６．３．５．２按照中国药典要求，培养基促生长能力试验使
用的 菌 种 包 括：白 色 念 珠 菌 （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１）、黑 曲 霉
（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３）、枯草芽孢杆菌（ＣＭＣＣ６３５０１）、金黄色葡萄球
菌（ＣＭＣＣ２６００３）、铜绿假单胞菌（ＣＭＣＣ１０１０４）和生孢梭菌
（ＣＭＣＣ６４９４１）等。除标准菌株之外，还可考虑加入环境和无

—４６２—



菌检查中发现的典型微生物。促生长试验接种量应小于

１００ＣＦＵ。按照中国药典要求进行培养，证明培养基能够支持
微生物的生长。

６．３．６其他模拟介质的选择及评价
６．３．６．１其他模拟介质的选择
对于无菌粉末及特殊产品，可根据产品特性、无菌工艺、

生产设备及模拟介质特点，也可选用其他模拟介质，如安慰

剂。模拟介质的流动性应尽可能类似于被模拟产品，易于灌

装／分装等无菌操作。模拟介质还应具有易于灭菌，无抑菌
性，易溶解等特性。常用模拟介质有聚乙二醇、乳糖、甘露醇、

氯化钠、凡士林等。模拟介质的灭菌过程应经验证并提供相

关报告，其内容包括灭菌方式对模拟介质特性有无不良影响，

灭菌后的无菌性。模拟介质的包装形式应与被模拟产品的包

装形式保持一致。

６．３．６．２其他模拟介质的评价
在使用模拟介质前应对其适用性进行确认，包括抑菌试

验、溶解度试验等，如选用无菌模拟介质还应进行无菌试验。

抑菌试验通常使用枯草芽孢杆菌（ＣＭＣＣ６３５０１）和白色念珠
菌（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１）。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加入环境和无菌检查
中发现的典型微生物。无菌模拟介质用无菌水分散后，加入

到无菌培养基中，达到模拟工艺选用的浓度范围，然后每份培

养基中接种１０—１００ＣＦＵ。阳性对照接种到不含无菌模拟介
质的试管中，按照现行中国药典要求培养７天，所有试管应明
显微生物生长。

６．４模拟灌装的数量和持续时间
６．４．１无菌工艺模拟灌装的数量应足以保证评价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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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完成模拟方案中设计的各种干预活动，通常模拟灌装的

数量不宜低于正常生产分装数量。

６．４．２应对所设计的模拟方式、持续时间、灌装的数量、
预期收率作出合理说明。

６．４．３模拟试验所用模拟介质的量，应能够覆盖无菌工
艺设备的全部内表面，特别是混粉过程，应确保模拟介质覆盖

混粉器内壁全部表面。

６．４．４考虑到模拟最差条件的需要，模拟关键无菌操作
过程的维持时间不应低于实际生产用时。

６．５容器装量
容器中培养基灌装量应考虑适宜微生物生长的需要和容

器内表面覆盖的要求，灌装量不必与产品相同。适宜的装量

既可保证产品通过倒置和旋转接触到容器所有内表面，又有

足够的氧气支持微生物的生长。

６．６模拟试验方法的选择
通常无菌原料药生产工艺由多个工艺单元构成。模拟试

验方案的设计应考虑试验过程可连续性问题，并确定采用连

续工艺模拟还是分段模拟。

６．６．１连续工艺模拟方式
６．６．１．１这种模拟方式是将整个无菌过程视为一个整

体，模拟介质不间断地完成各个单元操作，并在最终分装容器

内进行无菌培养和判定，以评价生产过程的无菌保障水平。

６．６．１．２连续工艺模拟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模拟介质在
模拟过程中的适用性，如喷雾干燥工艺可采用液体模拟介质，

通过模拟喷雾干燥过程，可将液体模拟介质转化为固体模拟

介质，进而实现分装、密封等过程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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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１．３连续工艺模拟可以真实反映整体无菌保障水
平。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发现污染，调查污染源的难度

较大。

６．６．２分段模拟方式
６．６．２．１分段模拟方式是将无菌生产过程按照工艺单元

分割成若干段，逐段进行模拟试验，分段数量取决于工艺过程

和模拟介质。模拟试验最终的结果是各段独立模拟试验结果

的累积，对一些无菌工艺而言，如结晶工艺，可根据需要变换

采用液体或固体模拟介质，保持与实际工艺过程的一致性。

６．６．２．２分段工艺模拟的优点是可以特定评价某一单元
操作的无菌风险，如发现微生物污染，相对于连续工艺模拟更

易于发现污染源，进而采取针对性纠正措施。

６．６．２．３分段模拟方式也有不足之处，如：需要更多种类
或数量的模拟介质；模拟介质需要多次无菌化处理，增加潜在

污染风险；需要采集更多的物料、环境和人员监测样本进行

评价。

６．７最差条件的选择
最差条件并不是指人为创造的超出允许范围的生产状况

和环境。为了确认无菌工艺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应通过风险

评估并结合无菌生产工艺、设备装备水平、人员数量和干预等

因素来设计模拟试验的最差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６．７．１人员
应充分考虑人员及其活动对无菌生产工艺带来的风险，

如模拟生产过程的最多人数，当操作人员数量减少可能导致

其他方面污染风险增加时，则此类条件也视为最差条件之一。

参与人员应包括日常参与到无菌生产的全部人员，如生产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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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样、环境监测和设备设施维护人员，同时应考虑以上人

员交叉作业、班次轮换、更衣、夜班疲劳状态等因素。

６．７．２时限
应适当考虑模拟实际生产操作过程中房间、设备、物料消

毒或灭菌后放置的最长时间及最长的工艺保留时限等，如：混

粉或分装前的等待时限。

６．７．３分装速度
模拟试验应涵盖产品实际灌装速度范围，基于无菌风险

的角度分析评价灌装速度对工艺过程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程

度。如模拟最长的暴露时间或模拟最大操作强度／难度。
６．７．４环境
６．７．４．１模拟试验挑战的最差环境，应考虑选择无菌生

产周期的末端，或连续生产期间，环境消毒周期性内最长的时

间间隔。

６．７．４．２日常生产中，针对微生物污染事件而制定了纠
正措施。在模拟试验时，应对纠正措施的有效性给予确认。

６．８干预设计
６．８．１概念
干预是指由操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无菌工艺生产有

关的所有操作活动。干预可分为固有干预和纠正性干预。固

有干预是指常规和有计划的无菌操作，如环境监控、设备安装

或容器更换等；纠正性干预是指对无菌生产过程的纠正或调

整，如更换部件、设备故障排除等。

６．８．２原则
无菌生产过程各种允许的干预活动应该文件化，明确规

定正常生产活动和干预活动，模拟试验中干预设计应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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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活动保持一致，模拟试验不应挑战不合理的干预，以证

明其合理性。在模拟试验方案中应制定干预清单和实施计

划，模拟试验时逐一实施并记录。

６．８．３干预类型及频次
６．８．３．１模拟试验方案中应明确规定固有干预和纠正性

干预（如维修、故障停机、设备调试）的类型、频次。

６．８．３．２固有干预及经常发生的纠正性干预应在每次模
拟中都实施，偶发性的干预可周期性的模拟。如无菌生产过

程意外暂停或重启、无菌状态下设备、设施偶发故障排除等。

６．８．３．３模拟试验应设计并实施足够多的纠正性干预。
干预频次的设计应考虑生产过程按比例覆盖模拟试验的全

过程。

６．８．３．４对于无菌取样过程，应考虑分布在分装的前、
中、后阶段，调整装量、取样、重复密封过程均应考虑模拟，并

为生产过程中处理该类问题提供参考。

６．８．４人员
实施干预的人员（应包括操作、维修人员等）应经过相关

的培训和考核，能够按规定的程序实施各种干预。标准化的

固有干预可由部分操作人员实施并据此评价其他人。对于复

杂操作，如分装机装配或故障排除等，每个从事此类操作的人

员都应在试验过程进行模拟，操作条件不应优于日常生产的

操作条件。

６．８．５干预后产品（容器）的处理
实际工艺中如明确规定受干预影响的产品（容器）应从

生产线上剔除，在模拟试验时也可剔除，模拟试验时产生的这

类产品（容器）可不培养。无需培养的培养基应予以记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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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其合理性。如在干预发生前已经密封，但在日常生产中

按规定不需要剔除的产品，模拟试验时也应保留、培养并纳入

评估。

６．８．６记录
模拟试验过程中的所有干预必须记录，用以评估干预对

无菌保证的影响。纠正性干预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纠正性

干预的类型、位置、次数；固有干预记录至少包括干预内容和

发生频率等信息。

６．９容器规格
对于生产线存在多种相似的容器规格（如：同一品种的

不同容器规格）时，应通过风险评估选择模拟的容器规格，通

常选择最小和最大尺寸的容器进行模拟。特殊规格的容器应

考虑单独进行模拟。

６．１０培养与观察
６．１０．１模拟介质的处理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结束后，应对所使用的模拟介质（培

养基、安慰剂）进行全部处理和培养。非培养基模拟介质可

通过适当的无菌过滤器系统将微生物转移至滤膜或其他便于

培养、观察的介质上，之后滤膜或其他介质浸入培养基内进行

培养；也可在最终包装容器内加注无菌培养基进行培养。培

养基的浓度应能支持潜在微生物的生长，如：ＴＳＢ一般浓度控
制在３％水平。
６．１０．２培养条件
６．１０．２．１应对容器翻转、倒置等，确保培养基接触容器

（包括密封件）的所有内表面。培养时间至少１４天。可选择
两个温度进行培养：在 ２０℃—２５℃培养至少 ７天，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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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５℃培养至少７天。如选择其他培养计划，应有试验
数据支持所选培养条件的适用性。在整个培养期间应连续监

控培养温度。

６．１０．２．２如实际生产过程中，分装容器内需要填充惰性
气体，在模拟试验过程应考虑用无菌空气替代，避免影响微生

物生长。

６．１０．２．３如必须采用惰性气体用于模拟厌氧无菌工艺
（氧气浓度低于０．１％）及培养厌氧微生物，应确认惰性气体
与所选培养基的组合，能够支持微生物的生长。

６．１０．３培养后的检查
６．１０．３．１培养结束后，应对所有模拟灌装产品逐一进行

无菌性检查，通常应在合适的照度下进行目视观察。

６．１０．３．２在培养期间定期观察培养基的培养情况，如在
培养期间发现异常情况时应进行进一步调查。如在检查中发

现密封缺陷的灌装产品，应进行适当的原因调查并采取纠正

措施。

６．１０．３．３培养容器不透明时，应考虑将转移至透明容器
观察，以确保有阳性时能被观察到。

６．１１计数与数量平衡
为保证模拟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应对各阶段灌装数量进

行准确计数，如灌装数量、干预剔除数量、培养前数量和培养

后无菌检查数量，各阶段数量应平衡。如发现不平衡，应调查

原因并判断本次模拟试验结果的有效性。

６．１２环境及监控
６．１２．１环境监控方案设计
应通过风险评估确定日常生产环境监控的各要素，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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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取样对象、取样频率、警戒和纠偏标准、实施方法等。模

拟试验时应采用与日常生产相同的环境监控方案为基础，模

拟生产状况，包括采样仪器、耗材的转移、消毒等，任何异于日

常环境监控的情况都应有说明和记录。

与实际生产过程相比，模拟试验中的环境监控应考虑增

加额外的监测环节，如人员监测。

６．１２．２环境监控数据处理
６．１２．２．１环境（包括人员）监控的数据结果用于评估模

拟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条件是否适宜于生产。当模拟试验出现

阳性结果时，环境监测数据可用于进行根本原因的调查。

６．１２．２．２模拟试验时发生的环境偏差并不是模拟试验
成功的否决条件，是否通过试验取决于调查的结果。环境监

测结果异常时，即使试验结果成功，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纠

正。即使最终决定在环境监控结果超出纠偏标准时无菌工艺

模拟试验依然通过，也不意味着日常生产可以在同等环境偏

差的条件下进行。

６．１３人员因素
所有被授权进行无菌操作的人员，包括生产操作人员、监

督人员和维修人员等，每年至少参与一次成功的无菌工艺模

拟试验。

７．可接受标准与结果评价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可接受标准应当遵循现行 ＧＭＰ无菌

药品附录中的有关规定。

７．１应采用定性标准判定模拟试验结果，定性标准意味
着模拟试验只接受零污染的结果，排除了定量标准中识别微

生物污染来源的困惑和潜在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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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应通过评估确定模拟介质的预期收率，并作为模拟
试验结果可接受标准之一。

８．污染调查与纠正措施
８．１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存在污染，即意味着无菌保证可

能存在问题，出现的任何污染样品均应视为偏差并彻底调查，

并为改进无菌工艺提供数据支持。

８．２可通过查看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录像或现场记录，
还原模拟试验过程中人员操作行为、干预及设备运行等状况，

有利于分析问题的来源。对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实施过程相关

的所有记录进行详细调查，并关注各种偏差、验证、变更等，所

有偏离原始验证状态情况均应逐一评估并说明。检查所有相

关人员的培训和资质确认记录。

８．３建议对模拟试验中发现的微生物进行鉴别，以便开
展污染途径的调查，并列入企业微生物菌种库。

８．４调查的关键是查找污染来源，结合调查需要，应制定
一个完整的取样和微生物鉴别计划，调查过程应有记录并归

档。调查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并得到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

８．５如调查找到指定的原因，应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并再
次进行模拟试验，以证明措施的有效性。如调查无指定原因，

应对生产工艺过程的无菌控制开展系统性评估，在现有模拟

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取样点和频次，以获得更多数据支持

原因调查，同时应适当增加试验批次。

９．模拟试验的周期与再验证
９．１新建无菌生产线，在正式投产前，每班次应当连续进

行３次合格的模拟试验。
９．２正常生产中，每班次每半年应至少进行一次模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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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于因停产的生产线，在恢复正式生产前应考虑进行无

菌工艺模拟试验。

９．３空气净化系统、无菌生产用设备设施、无菌工艺及人
员重大变更或设备的重大维修后，应进行风险评估确认再模

拟试验批次。

９．４应充分评估生产线的风险，在发现设施、人员、环境
或工艺的持续监测出现不良趋势或无菌不合格时，也应考虑

再次进行模拟试验。

１０．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局限性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虽然基于无菌风险而开展的，但考虑

到每次无菌操作过程的唯一性，成功的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是

允许正式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应注意其局限性。

１０．１以现行药品 ＧＭＰ法规要求为准则，评价无菌生产
过程的法规符合性，低于规范要求的无菌工艺过程，不能通过

模拟试验来证实其无菌控制的合理性。

１０．２虽然可通过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来评估无菌生产
工艺的可靠性。但当产品无菌检查出现阳性时，不能以模拟

试验结果，排除生产过程所带来的污染可能性。

１０．３模拟试验过程引入了模拟介质，存在残留或促进微
生物滋生的潜在风险。因此，模拟试验完成后模拟介质应进

行清洁和有效性确认。

１１．术语
无菌原料药：法定药品标准中列有无菌检查项目的原

料药。

无菌工艺：物料、器具经过灭菌处理，并在无菌防护下加

工获得最终产品，且产品装入其最终容器后不再进行任何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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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处理。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用模拟介质代替产品，模拟无菌工艺

过程，来评估无菌生产过程的无菌保障水平。

“密闭”系统：是指系统在使用前采用经验证的灭菌程序

进行在线灭菌或密闭后灭菌，并在一个完整生产周期内能够

耐受压力或真空，系统泄漏率维持在规定范围内，以保证系统

的完整性。

模拟介质：可用于替代无菌原料药模拟无菌工艺过程的

物料，如培养基、安慰剂等。

ＴＳＢ（ＴｒｙｐｔｏｎｅＳｏｙＢｒｏｔｈＭｅｄｉｕｍ）：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
基，用于真菌和需氧菌培养。

安慰剂：是一种“模拟的无菌原料药”。其物理特性与无

菌原料药相似，但无促生长作用。

ＦＴＭ（ＦｌｕｉｄＴｈｉｏｇｌ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Ｍｅｄｉｕｍ）：硫乙醇酸盐液体培养
基，用于厌氧菌和需气菌培养。

最差状况：一组条件，包括工艺限度和环境限度，也包括

那些可能引起工艺或产品失败的机会，但这些条件不一定会

引起产品或工艺失败。

１２．参考法规与指南
［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版）及附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３］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２Ｒｅｖｉｓ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ｅ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ｌｌ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８Ｒｅｖｉｓ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ｅｒｉｌｅＢｕｌｋ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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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４４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ａｓｅｐ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６］ＰＩＣ／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７］ＩＣＨＱ９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ＷＨ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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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无菌工艺模拟试

验指南（无菌制剂）
１．目的
为指导和规范无菌制剂生产企业开展无菌工艺模拟试

验，充分评价无菌制剂产品生产过程的无菌保障水平，确保无

菌制剂的安全性，依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年修
订）》及附录，制定本指南。

２．定义
本指南所述的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是指采用适当的培养

基或其他介质，模拟制剂生产中无菌操作的全过程，评价该工

艺无菌保障水平的一系列活动。

３．范围
３．１本指南涵盖了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基本要求、不同

工艺模式的相应要求、试验的基本流程和结果评价等内容，适

用于无菌制剂的无菌工艺验证。

３．２本指南所述条款是在现有无菌工艺技术基础上提出
的相关要求，旨在规范企业开展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活动。在

科学的基础上，鼓励新技术、新设备的引入，进一步提高无菌

制剂的无菌保障水平。

４．原则

在对无菌生产工艺充分认知和生产经验累积的基础上，

应结合工艺、设备、人员和环境等要素定期开展无菌工艺模拟

试验，以确认无菌生产过程的可靠性。开展无菌工艺模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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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应遵循以下原则：

４．１对无菌生产过程实施风险评估，识别生产过程风险
点。评估结果应在试验方案设计时给予考虑。

４．２应充分考虑硬件装备水平与无菌风险的关联性，结
合无菌生产过程所涉及到的工艺、设备、人员以及操作时限等

因素针对性开展模拟试验。尽可能模拟实际无菌生产全过

程。应特别关注暴露操作、人工干预等高风险过程。采用良

好设计且受控的无菌灌装系统，特别是自动化的系统如吹灌

封、隔离器等，污染率可大幅度降低。

４．３如在同一生产线生产不同剂型和容器规格的产品，
应考虑模拟试验方案对各产品无菌工艺过程的适用性。应对

有显著差异的无菌工艺过程开展模拟试验。采用风险评估的

方式统筹考虑该生产线生产使用的容器类型、规格大小，产品

类别，灌装速度、过程中断等环节，进行试验方案的设计。

５．无菌制剂生产工艺及模拟范围
无菌生产工艺通常包含：经除菌过滤或其他方法获取无

菌药液或无菌粉末，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液体灌装或粉末分装，

容器密封。冻干制剂在液体灌装的基础上增加了冷冻干燥

过程。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应从无菌操作的第一步开始，直至无

菌产品完全密封结束。如果在产品制备阶段采用了无菌工

艺，此部分工艺也应作为模拟验证的一部分。对于全过程无

菌生产（如配制后不能除菌过滤）的产品，无菌工艺模拟还应

涵盖原液配制、半成品配制等无菌操作过程。企业应根据风

险评估确定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起始工序。

６．模拟试验方案的设计及实施过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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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通过模拟无菌生产工艺全

过程，证实生产过程中无菌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应从以下几

方面关注模拟试验的设计与实施：

６．１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前提条件
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之前应确认与无菌工艺相关的支持

性系统和灭菌系统等验证已完成，并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

６．１．１工艺设备、公用系统和辅助设施已按照预期完成
了设计、安装、运行确认及与无菌生产有关的性能确认。

６．１．２已对工艺设备、公用系统、辅助设施，如高压灭菌
设备、配液罐、隧道烘箱等的灭菌方法完成了相应的验证。物

料及厂房、设施所使用消毒剂及消毒方式完成了相关的验证。

６．１．３药液及产品接触的气体、设备组件、容器、器具等
灭菌工艺或除菌工艺的验证已经完成。

６．１．４无菌生产区域的气流及环境达到了设计要求，并
能稳定运行。但不得采用对环境或者器具进行过度灭菌或消

毒的方式提高无菌保证水平。

６．１．５根据无菌生产工艺要求建立了相关受控操作
文件。

６．１．６参与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人员接受了药品 ＧＭＰ、
无菌更衣、无菌操作、微生物知识的培训以及通过实施模拟试

验资格的确认。

６．１．７进入无菌洁净区的全部人员通过了更衣程序的确
认，并采用文件或其他措施，确认了每位参与者可进入的区域

和其所允许的无菌操作项目。

６．２基于风险的方案设计
模拟试验方案设计应结合无菌生产工艺，尽量与实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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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操作过程保持一致，以求试验结果真实反映生产过程的无

菌保障水平。

６．２．１无菌生产工艺的风险评估
无菌生产工艺的设计基于对产品特性、工艺技术和无菌

保证措施的认知和经验的累积。设计模拟试验方案前应对无

菌生产过程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以充分识别无菌生产过程

中潜在风险点。

６．２．２模拟试验方案设计时，应重点考察和评估高风险
的无菌操作过程。无菌生产工艺的暴露操作是影响最终产品

无菌特性的重要环节，如设备（或管道）的无菌连接、无菌容

器的转运和更换、灌装等关键操作。模拟试验方案设计应考

察以上过程无菌保证措施的有效性。

６．２．３证实人员的无菌操作能力能够满足无菌生产要
求，是实施模拟试验的目的之一。进行模拟试验方案设计时，

应结合工艺过程中的暴露操作环节，重点考察有人员参与的

关键操作，评价人员无菌操作素养和防护措施的可靠性。

６．３模拟介质的选择与评价
６．３．１模拟介质的选择
应结合被模拟产品的特点以及模拟介质的可过滤性、澄

清度、灭菌方式等选择合适的模拟介质。不应选择具有抑菌

性的模拟介质，以确保模拟试验结果的可信度。通常可采用

的模拟介质包括促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基和安慰剂。

６．３．２培养基的选择
６．３．２．１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基（ＴＳＢ）是一种广谱性培

养基，特别对无菌工艺环境中源自人体的细菌、芽孢和真菌有

良好的促生长效果，是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常用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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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２如果产品需充入惰性气体、储存在无氧条件，无
菌操作在严格的厌氧环境中进行时（即氧气浓度低于 ０．
１％）。应评估是否采用厌氧培养基，如硫乙醇酸盐液体培养
基（ＦＴＭ）或其他适宜的培养基。在厌氧的无菌工艺环境监控
中反复发现厌氧微生物或在产品无菌检查中发现厌氧微生物

时，需评估增加厌氧培养基。

６．３．２．３用于模拟抑菌性产品的培养基，如有必要需评
估抑菌性产品残存对其促生长能力及模拟试验结果的影响。

６．３．２．４对于包含动物来源成分的培养基，应考虑培养
基引入外源性病毒污染的风险，如ＢＳＥ（可传染性海绵脑病）／
ＴＳＥ（疯牛病）的风险，亦可选用植物来源的培养基。
６．３．３培养基的配制
６．３．３．１模拟试验的培养基应在适宜区域进行准备，需

注意培养基粉尘在环境中的扩散，以及设备表面的残留引发

的微生物滋生。通常按照药典要求或厂商提供的配制方法配

制培养基。配制后的培养基应尽快灭菌或除菌过滤。

６．３．３．２培养基在模拟试验前应恢复至室温。即用型无
菌液体培养基储存条件和使用条件可遵循生产商要求。

６．３．４培养基的除菌与灭菌
６．３．４．１除菌过滤
由于培养基的特性与药液有差异，培养基除菌过滤的滤

器型号可与产品使用的过滤器不同。如因颗粒或生物负载较

大等原因引起除菌过滤器的堵塞时，可增加预过滤步骤。

需考虑降低非无菌培养基中细菌和霉菌生长的风险，以

避免微生物生长导致培养基过滤性能降低。此外除菌过滤的

方式无法避免支原体污染，湿热灭菌或辐照灭菌有助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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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潜在风险，必要时可配合除菌过滤联合使用。

６．３．４．２湿热灭菌
６．３．４．２．１在湿热灭菌过程中，应考虑避免受热不均匀

或灭菌不充分现象，应对该灭菌方式进行风险评估和验证，亦

可使用无菌干粉或液体成品培养基。

６．３．４．２．２灭菌过程应遵循生产商推荐的灭菌时间和温
度的建议，并对灭菌过程予以验证。确保灭菌后培养基的促

生长能力，避免过长时间及过热灭菌使培养基碳化造成其促

生长性能的降低，应进行促生长能力试验。

６．３．４．３辐照灭菌
使用辐照灭菌的培养基粉末，在适宜环境下进行配制等

操作。辐照灭菌过程应经验证，并在产品质量报告中体现验

证中所用的菌种和剂量等信息。

６．３．５培养基促生长能力试验
６．３．５．１应考虑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开始前及１４天培

养后按照现行中国药典方法对培养基进行促生长试验。

６．３．５．２根据所选择的培养基，按照中国药典要求进行
促生 长 能 力 试 验 使 用 的 菌 种 包 括：白 色 念 珠 菌

（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１）、黑 曲 霉 （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３）、枯 草 芽 孢 杆 菌
（ＣＭＣＣ６３５０１）、金黄色葡萄球菌（ＣＭＣＣ２６００３）、铜绿假单胞
菌（ＣＭＣＣ１０１０４）和生孢梭菌（ＣＭＣＣ６４９４１）（必要时）等。除
标准菌株之外，还可考虑加入环境监测和无菌检查中发现的

典型微生物。促生长试验接种量应小于１００ＣＦＵ，按照中国药
典要求培养，以证明培养基能够支持微生物的生长。

６．３．６其他模拟介质的选择及评价
６．３．６．１其他模拟介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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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粉末产品及特殊剂型产品，如悬浊液、软膏／乳膏／乳
液／凝胶等，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中会使用其他模拟介质，如
安慰剂等。应根据剂型特点、生产工艺及设备选择适当的模

拟介质。

模拟介质的流动性应类似于被模拟产品，易于进行灌装／
分装等工艺操作。模拟介质还应具有易于灭菌，无抑菌性，易

溶解等特性。常用模拟介质有聚乙二醇、乳糖、甘露醇、氯化

钠、凡士林等。模拟介质的灭菌过程应经验证并提供相关报

告，其内容包括灭菌方式对模拟介质特性有无不良影响，灭菌

后的无菌性。模拟介质的包装形式应与被模拟物的包装形式

一致或能充分代表该种包装形式。

６．３．６．２其他模拟介质的评价
在使用模拟介质前应对其适用性进行确认，包括无菌试

验、抑菌试验、溶解度试验等。抑菌试验通常使用枯草芽孢杆

菌（ＣＭＣＣ６３５０１）和白色念珠菌（ＣＭＣＣ９８００１）。除此之外，还
应考虑加入环境和无菌检查中发现的典型微生物。无菌模拟

介质由无菌注射用水分散，然后加入到无菌培养基中，达到模

拟工艺选用的浓度范围，然后在每份培养基中接种 １０－
１００ＣＦＵ。阳性对照接种到不含无菌模拟介质的试管中，参照
现行中国药典要求，培养７天所有试管应明显浑浊。
６．４灌装数量及模拟持续时间
６．４．１无菌工艺模拟灌装数量应足以保证评价的有效性

及完成模拟方案中设计的各种干预活动。应通过风险评估对

所设计的灌装数量、持续时间、模拟方式、预期收率作出合理

说明。

６．４．２生产批量小于５０００支，模拟灌装批量至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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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相同；产品的生产批量在５０００支至１００００支，模拟灌装
数量应与产品实际的生产批量相当；大规模生产，即产品的生

产批量大于１００００支，最低模拟灌装数量应不得低于１００００
支；对于超大批量的生产规模，例如大于１０００００支，则应考虑
适当增加模拟的灌装数量；如采用密封性生产设备，可适当降

低模拟数量。

６．５容器装量
容器中培养基灌装体积应考虑适宜微生物生长的需要和

容器内表面覆盖的要求，灌装体积不必与产品相同，但合适的

灌装量既应保证产品通过倒置和旋转接触到所有内表面并有

足够的氧气支持微生物的生长，又应利于对培养基的观察。

６．６模拟试验方法的选择
在灌装培养基期间应模拟所有类型和规定数量的干预。

模拟试验应包含生产的初始、结束阶段和干预发生的时刻。

大规模生产时，模拟试验方法可采用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方式：

６．６．１培养基与空瓶切换
模拟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实际生产相当，培养基灌装数量

少于实际批量，模拟试验在培养基灌装和空瓶运行间切换。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应模拟灌装足够数量的培养基瓶子，以保

证能够准确反映实际生产的污染风险。在不灌装培养基期

间，灌装线穿插运行空容器。该方式能全面评估人员、操作和

生产环境。

６．６．２培养基与无菌注射用水切换
模拟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实际生产相当，培养基灌装数量

少于实际批量，模拟验证在培养基灌装和注射用水灌装间切

换。此种方式比实际生产更复杂，同时存在注射用水稀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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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培养基导致促生长性能下降的风险，应通过促生长试验证

明其有效性。

６．６．３培养基灌装与设备空转的切换
模拟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实际生产相当，培养基灌装数量

少于实际批量，模拟试验在培养基灌装和设备空转运行间切

换。应模拟足够数量的培养基产品，以保证能够准确反映实

际生产的污染风险。在不灌装培养基期间灌装线继续空转运

行，模拟正常生产操作状态。该方式也能全面评估人员、操作

和生产环境。

６．６．４生产结束后模拟
这是在一批产品生产结束后，直接进行培养基灌装的方

式，如果采用该方式应注意相关风险。此方式因存在局限性，

可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仍应对设备组装、启动和开始灌装等无

菌操作进行模拟。对于可能产生抑菌性影响的情况，不推荐

使用本方式。

６．７最差条件的选择
最差条件并不是指人为创造的超出允许范围的生产状况

和环境。为了确认无菌工艺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应通过风险

评估并结合无菌生产工艺、设备装备水平、人员数量和干预等

因素来设计模拟试验最差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６．７．１人员
应充分考虑人员及其活动对无菌生产工艺带来的风险。

如模拟生产过程的最多人数，当操作人员数量减少可能导致

其他方面污染风险增加时，则此类条件也视为最差条件之一。

参与人员应包括日常参与到无菌生产的全部人员，如生产操

作、取样、环境监测和设备设施维护人员，同时应考虑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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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交叉作业、班次轮换、更衣、夜班疲劳状态等因素。

６．７．２时限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考虑模拟实际生产操作过程

中房间、设备、物料消毒或灭菌后放置的最长时间及最长的工

艺保留时限等，如设备设施、分装容器、无菌器具灭菌后最长

的放置时间等。

６．７．３灌装速度
模拟试验应涵盖产品实际灌装速度范围，基于无菌风险

的角度分析评价灌装速度对工艺过程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程

度。例如采用最慢的灌装速度、最大的容器用以模拟最长暴

露时间；或采用最快的灌装速度、最小的容器时，用以模拟最

大操作强度／难度。
６．７．４环境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期间环境的消毒处理应依据正常生产

期间的消毒方法进行，避免过度消毒及消毒剂的过度使用。

６．８干预
６．８．１概念
干预是指由操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无菌工艺生产的

所有操作活动。干预可分为固有干预和纠正性干预。固有干

预是指常规和有计划的无菌操作，如装载胶塞，环境监控，设

备安装等；纠正性干预是指对无菌生产过程的纠正或调整，如

生产过程中清除破碎的瓶子，排除卡住的胶塞，更换部件、设

备故障排除等。

６．８．２原则
应对无菌生产过程中各种允许的干预活动进行文件化管

理，明确规定正常生产中允许的干预活动。模拟试验中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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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与实际的生产活动保持一致，模拟试验不应挑战不合

理的干预，以证明其合理性。在模拟试验方案中应制定干预

清单和实施计划，模拟试验时逐一实施并记录。

６．８．３模拟类型及频次
６．８．３．１无菌模拟试验方案中应明确规定固有干预、纠

正性干预的频次、类型及复杂程度（如简单干预：倒瓶剔除

等；复杂干预：灌装机泵及针头装配、设备故障维修等）。

６．８．３．２固有干预及经常发生的纠正性干预一般应在每
次模拟中都实施，偶发性的干预可周期性地模拟，如无菌生产

过程意外暂停或重启、无菌状态下设备、设施偶发故障排

除等。

６．８．３．３模拟试验应设计并实施足够数量的纠正性干
预。干预频次的设计应考虑实际生产情况，按比例覆盖模拟

试验的全过程。

６．８．３．４对于无菌取样、调整装量过程，均应考虑在分装
的前、中、后阶段进行。

６．８．４人员
实施干预的人员（应包括操作、维修人员等）应经过相关

的培训和考核，并能按规定的程序实施各种干预。标准化的、

简单的固有干预可由部分操作人员实施并据此评价其他人。

对于复杂操作，如装配灌装机等，每个从事该操作的人员都应

在验证过程中模拟，操作条件不应优于日常生产的操作条件。

６．８．５干预后产品（容器）的处理
实际工艺中如明确规定受干预影响的产品（容器）应从

生产线上剔除，在模拟试验时也可剔除。模拟试验时产生的

这类产品（容器）可不培养，但不培养的容器应予以记录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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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合理性。如在干预发生前已经密封，在日常生产中按规

定不需要剔除的产品，模拟试验时也应保留、培养并纳入

评估。

６．８．６记录
模拟试验过程中的所有干预必须记录。纠正性干预记录

的内容至少应包括纠正性干预的类型、位置、次数；固有干预

记录至少包括干预内容和发生频率。

６．９容器规格
一条灌装线上有多种规格容器时，应进行风险评估选择

模拟的容器。一般选择最小和／或最大尺寸的容器进行培养
基灌装模拟试验。通常采用无色透明的容器代替不透明或棕

色的容器。

６．１０培养与观察
６．１０．１培养前的容器检查
模拟试验中密封缺陷产品的剔除工艺应采用日常生产的

剔除工艺。除密封缺陷的产品外，其他外观缺陷、灌装量异常

的模拟产品也应进行培养。

６．１０．２培养条件
６．１０．２．１在培养前，一般应对模拟灌装产品进行颠倒、

轻摇以使培养基接触所有内表面，或倒置培养培养时间至少

１４天，可选择两个温度进行培养：在２０℃—２５℃培养至少７
天，然后在３０℃—３５℃培养至少７天。如选择其他培养计划，
应有试验数据支持所选培养条件的适用性。在整个培养期间

应连续监控培养温度。

６．１０．２．２如实际生产过程中，分装容器内需要填充惰性
气体，在模拟试验过程应考虑用无菌空气替代。替代无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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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应通过与惰性气体相同的管道系统以确保完全模拟惰性气

体的使用过程。如必须采用惰性气体用以模拟厌氧无菌工艺

（氧气浓度低于０．１％）及培养厌氧微生物，应确认惰性气体
与培养基的组合是否支持相应微生物的生长。

６．１０．３培养后的检查
培养结束后，应对所有模拟灌装产品逐支进行无菌性检

查，通常应在合适的照度下进行目视观察。

在培养期间，应定期观察培养基的培养情况，如在培养期

间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做进一步调查。

如在培养后检查中发现密封缺陷的灌装产品，应进行适

当的原因调查并采取纠正措施。

当灌装不透明的容器，应考虑将转移至透明容器观察的

可能性，以确保阳性容器的发现。

６．１１计数与数量平衡
为保证模拟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应对各个阶段的模拟灌

装产品进行准确计数：包括灌装、培养前检查、培养后检查的

数量等。数量应平衡，如发现不平衡，应调查原因并判断本次

模拟试验是否有效。

６．１２环境（包括人员）监控
６．１２．１环境监控方案设计
应通过风险评估确定日常生产环境监控的各要素，如取

样点、取样对象、取样频率、警戒和纠偏标准、实施方法等。

模拟试验时应以日常生产的环境监控方案为基础，模拟

生产状况，包括采样仪器、耗材的转移、消毒等，任何异于日常

环境监控的情况都应有说明和记录。

与实际生产工艺相比，模拟试验中的环境监控应考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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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外的监测环节，如人员监测。

６．１２．２环境监控数据处理
环境（包括人员）监控的数据结果用于评估模拟生产过

程中的环境条件是否适宜于生产。当模拟试验出现阳性结果

时，环境监测数据可用于进行根本原因的调查。

模拟试验时发生的环境偏差并不是模拟试验成功的否决

条件，是否通过试验取决于调查的结果。环境监测结果异常

时，即使试验结果成功，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纠正。即使最

终决定在环境监控结果超出纠偏标准时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依

然通过，也不意味着日常生产可以在同等环境偏差的条件下

进行。

６．１３人员因素
所有被授权在生产时进入无菌灌装间的人员，包括操作

人员、观察人员和维修人员等，每年至少参加一次成功的无菌

工艺模拟试验。

模拟试验方案的设计、实施及微生物污染调查应有具备

微生物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

６．１４不同剂型应考虑的特殊因素
６．１４．１冻干制剂
６．１４．１．１冻干过程的进箱、冻干、出箱操作是冻干制剂

无菌工艺一部分，因此应在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中模拟产品的

冻干操作过程。冷冻可能使培养基捕获的微生物受损，影响

其生长，因此方案设计时应给予考虑和评估。如影响明显，则

不推荐模拟冷冻过程。模拟冻干时，必须考虑真空度、维持时

间及温度。一定温度下的真空度会使培养基沸腾，应避免这

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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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１．２模拟冻干操作过程有以下两种模式，企业应基
于风险评估设计模拟的方式。

６．１４．１．２．１缩短维持时间模式
即培养基灌装到容器中，半压塞，将容器转移至冻干机

内，在冻干机箱体内部分抽真空，维持真空状态的时间短于实

际冻干周期，然后箱体破空（可依据产品特性设计破空次

数），在冻干机内完全压塞。应当有预防性措施确保培养基

保持在有氧状态以免阻碍微生物生长的情况发生。

此模式关注了风险最大的装载和压塞操作，但模拟冻干

的时间较短，可能导致污染风险低于正常生产。

６．１４．１．２．２全程维持时间模式
即培养基灌装到容器中，半压塞，将容器转移至冻干机

内，模拟正常的生产的冻干时间，在冻干机箱体内全部或部分

抽真空，箱体破空，在冻干机内完全压塞，转移至下道工序

密封。

此种模式为全程模拟，和实际生产一致。但应关注长时

间真空可能导致培养基水分挥发过度，可能降低微生物回收

率，且较为费时。

６．１４．１．３应基于风险评估设计模拟试验时培养基在冻
干机内放置的位置。

６．１４．１．４抽真空后，通常应采用无菌空气代替惰性气体
平衡腔室压力，以利于ＴＳＢ培养基支持微生物的生长。
６．１４．２悬浊液
６．１４．２．１悬浊液用于不溶性无菌产品，如一些抗生素、

疫苗和皮质激素。悬浊液模拟应包含悬浊液使用的工艺及相

应的无菌操作。其他具有特殊工艺的悬浊液，模拟程序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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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其特殊性。

６．１４．２．２模拟程序应该包括悬浊液生产的特征步骤，如
安慰剂的灭菌，无菌粉末的加入和悬浊液的混合等。与液体

制剂模拟差别最大之处在于无菌条件下，将无菌模拟介质粉

末加入到液体制剂过程。

６．１４．２．３悬浊液的无菌操作与溶液制剂的无菌操作方
法类似，但由于悬浊液剂型配制的步骤，会相应增加搅拌器、

缓冲罐、管路以及相应的无菌操作等特别之处。上述步骤均

应在模拟试验中体现。

６．１４．３软膏／乳膏／乳液／凝胶
６．１４．３．１无菌软膏／乳膏／乳液／凝胶与溶液或悬浊液产

品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类似。模拟过程应涵盖实际操作的工

艺。尽量采用被模拟产品的工艺和无菌操作方式。可增加增

稠剂等模拟介质使其更接近被模拟产品特性。

６．１４．３．２无菌软膏的模拟通常不同于西林瓶或安瓿瓶
的设备上进行。模拟的基本方法是类似于其他剂型的。

６．１４．３．３对于软膏／乳膏／乳液／凝胶产品的模拟特点在
于容器的检查时，模拟介质的转出观察需要特别注意。

６．１４．４粉末制剂（无菌粉末分装）
６．１４．４．１无菌产品配方中加入其他无菌物质的过程应

被模拟，例如混合、研磨、分装以及其他工序。

６．１４．４．２粉末灌装设备与液体灌装设备差异很大，模拟
时常包含液体和／或粉末两种无菌工艺操作。
６．１４．４．３阴性对照
如粉末模拟试验用到无菌液体和无菌模拟介质粉末两种

工艺操作，可采用单独模拟一些液体容器作为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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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无菌工艺模拟试验中模拟介质的模拟可能引起尘埃

粒子检测数据超标，可参考实际生产经验，记录与分析粒子粒

径，分析粉末灌装时是否会引起尘埃粒子监测数据浮动。

６．１４．５其他剂型
其他一些不常见的剂型，如吸入剂、气雾剂和植入剂等，

可参考本指南提供的设计理念，以满足这些剂型的具体要求。

６．１５方案的实施
应依据方案，建立详细的用于实施模拟试验的批记录。

批记录的格式应与产品的批生产记录格式相同，包括所有与

试验相关信息和操作人员确认签字及原始记录等。方案及批

记录应得到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验证实施过程除了严格按

照方案及批记录的要求执行外，还应关注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６．１５．１产品容器、胶塞、接触产品的设备和部件应按
ＳＯＰ准备。
６．１５．２为了便于偏差调查，可对完成密封后的模拟产品

包装单元进行编号，每一组编号用于追溯到无菌工艺模拟试

验的时间及相应的操作。

应对无菌工艺模拟试验过程进行相应的过程监控，确保

过程符合方案和批记录的要求。应详细准确记录模拟试验中

实施的各种干预，可采取观察或录像（电子采集）等技术对模

拟生产的关键过程进行详细记录。

６．１５．３无菌工艺模拟结束，应对与模拟介质接触的设
备、容器、部件等进行有效清洁，防止模拟介质残留造成微生

物滋生。

６．１５．４模拟试验的结果、评估和结论应形成书面报告并
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根据实施记录，为通过模拟验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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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颁发确认书并规定有效期限。

７．可接受标准与结果评价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可接受标准应当遵循现行 ＧＭＰ无菌

药品附录中的有关规定。

７．１出现任何阳性均应进行彻底、规范的调查；在科学评
估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纠偏措施。

７．２．即使每次模拟试验的污染率都符合可接受标准，如
果连续进行的模拟试验批中反复出现阳性可能意味着无菌生

产工艺存在系统性问题，必须得到有效解决。

８．污染调查及纠正措施
８．１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出现的任何污染样品，均可视为

偏差并彻底调查，并为改进无菌工艺提供数据支持。污染调

查流程及方法应在方案中明确规定。

８．２可通过查看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录像或现场记录，
还原模拟试验过程中人员操作行为、干预及设备运行等真实

状况。对无菌工艺模拟试验实施过程相关的所有记录进行详

细调查，并关注各种偏差、验证、变更等。

８．３所有偏离原始验证状态情况均应逐一评估并说明。
检查所有相关人员的培训和资质确认记录。

８．４建议对模拟试验中发现的微生物进行鉴别，以便开
展污染途径调查，并列入企业微生物菌种库。

８．５调查的关键是查找污染来源，结合调查需要，应制定
一个完整的取样和微生物鉴别计划，调查过程应有记录并归

档。调查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并得到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

８．６如调查找到明确的原因，应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并再
次进行模拟试验，以证明措施的有效性。如调查无法找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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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应对生产工艺过程的无菌控制开展系统性评估，在现

有模拟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取样点和频次，以获得更多数

据支持原因调查，同时应适当增加试验批次。

９．模拟试验的周期与再验证
９．１新建无菌生产线，在正式投产之前，每班次应当连续

进行３次合格的模拟试验。
９．２正常生产期间应当按照每条生产线每班次每半年进

行一次试验，每次至少一批。对于因其他原因停产一定周期

的生产线，在恢复正式生产前应进行无菌工艺模拟试验。

９．３如是再验证，日常生产中，针对微生物污染事件而制
定了纠正措施，在模拟试验时，可对纠正措施的有效性给予确

认。本指南推荐在某些情况下，可适当考虑挑战无菌生产周

期的末端。

９．４空气净化系统、生产用设备、无菌生产工艺及人员重
大变更，或设备的重大维修后，应通过风险评估确定无菌工艺

模拟再试验的批次数。

９．５应充分评估生产线的风险，在发现设施、人员、环境
或工艺的持续监测出现不良趋势或无菌不合格时，也应考虑

再次进行模拟试验。

１０．无菌工艺模拟试验的局限性
１０．１成功的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是允许正式生产的必要

条件，但应注意其局限性。

１０．２以现行药品 ＧＭＰ法规要求为准则，评价无菌生产
过程的法规符合性，低于规范要求的无菌工艺过程，不能通过

模拟试验来证实其无菌控制的合理性。

１０．３虽然可通过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来评估无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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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可靠性。但当产品无菌检查出现阳性时，不能以模拟

灌装试验结果，排除生产过程所带来的污染可能性。

１１．术语
无菌生产工艺：物料、器具经过灭菌处理，并在无菌防护

下加工获得最终产品，且产品装入其最终容器后不再进行任

何灭菌处理。

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正常生产的灌装程序，用模拟介质代

替产品，来模拟无菌生产的试验过程。

ＴＳＢ（ＴｒｙｐｔｏｎｅＳｏｙＢｒｏｔｈＭｅｄｉｕｍ）：胰酪大豆胨液体培养
基，用于真菌和需氧菌培养。

ＦＴＭ（ＦｌｕｉｄＴｈｉｏｇｌｙｃｏｌｌａｔｅＭｅｄｉｕｍ）：液体硫乙醇酸盐培养
基，用于厌氧菌和需气菌培养。

最差状况：一组条件，包括工艺限度和环境限度，也包括

那些可能引起工艺或产品失败的机会，但这些条件不一定会

引起产品或工艺失败。

好氧微生物：微生物能在新陈代谢中利用氧作为最终的

电子接受体，只有在有氧的存在下微生物才能够生长。

厌氧微生物：微生物在新陈代谢中，不能利用氧作为最终

的电子接受体，只有在缺氧的存在下微生物才能够生长。

ＣＦＵ：菌落形成的个体，有单一或多个细胞形成的可见结
果的微生物生长体。

阳性：在培养之后，测试的样品出现可以明显发现的微生

物生长。

班次：工作和生产的预订周期，通常少于１２小时，工人进
行换班。

安慰剂：没有促生长作用的其他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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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参考法规与指南
［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２０１０版）及附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３］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２Ｒｅｖｉｓ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ｅ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ｌｌ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８Ｒｅｖｉｓ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ｅｒｉｌｅＢｕｌｋ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５］ＰＤＡ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４４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ａｓｅｐ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６］ＰＩＣ／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７］ＩＣＨＱ９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ＷＨ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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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药品生产现场

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的通知
食药监药化监

〔２０１４〕５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强化药品生产监督管理，规范和指导《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工作，统一检查和评定标准。总

局组织制定了《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现予

印发，请遵照执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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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风险评定指导原则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在企业现场检查中发现的缺陷应根

据本指导原则进行分类，附件列举了部分缺陷事例及其分类

情况，旨在规范药品检查行为，指导药品检查机构（人员）对

发现的缺陷进行科学评定。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药品 ＧＭＰ

认证检查、跟踪检查等检查工作；在药品飞行检查中，涉及药

品ＧＭＰ执行情况的，也可参照本指导原则进行检查和判定。
一、缺陷的分类

缺陷分为“严重缺陷”、“主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其风

险等级依次降低。（具体举例见附件１～３）
（一）严重缺陷

严重缺陷是指与药品ＧＭＰ要求有严重偏离，产品可能对

使用者造成危害的缺陷。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严重缺陷：

１．对使用者造成危害或存在健康风险；
２．与药品ＧＭＰ要求有严重偏离，给产品质量带来严重

风险；

３．有文件、数据、记录等不真实的欺骗行为；
４．存在多项关联主要缺陷，经综合分析表明质量管理体

系中某一系统不能有效运行。

（二）主要缺陷

主要缺陷是指与药品 ＧＭＰ要求有较大偏离的缺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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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主要缺陷：

１．与药品ＧＭＰ要求有较大偏离，给产品质量带来较大
风险；

２．不能按要求放行产品，或质量受权人不能有效履行其
放行职责；

３．存在多项关联一般缺陷，经综合分析表明质量管理体
系中某一系统不完善。

（三）一般缺陷

一般缺陷是指偏离药品ＧＭＰ要求，但尚未达到严重缺陷
和主要缺陷程度的缺陷。

二、产品风险分类

企业所生产的药品，依据风险高低分为高风险产品和一

般风险产品。

（一）高风险产品

以下产品属高风险产品：

１．治疗窗窄的药品；
２．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包括微量交叉污染即

能引发健康风险的药品，如青霉素类、细胞毒性、性激素类药

品）；

３．无菌药品；
４．生物制品（含血液制品）；
５．生产工艺较难控制的产品（是指参数控制的微小偏差

即可造成产品不均一或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如：脂质体、

微球、某些长效或缓释、控释产品等）。

（二）一般风险产品

指高风险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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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评定原则

对现场检查所发现的缺陷，应根据其缺陷严重程度以及

产品风险分类，综合判定其风险高低。

风险评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所评定的风险与缺陷的性质和出现次数有关。

（二）所评定的风险与产品风险类别有关。

（三）所评定的风险与企业的整改情况有关。

当企业重复出现前次检查发现的缺陷，表明企业没有整

改，或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此类缺陷再次发生，风险

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上升一级。

四、检查结果判定

检查结果判定按照《关于印发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

证管理办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２０１１〕３６５号）第２４条有关
规定处理。

附件：１．严重缺陷（举例）
２．主要缺陷（举例）
３．一般缺陷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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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严重缺陷（举例）

本附件列举了部分严重缺陷，但并未包含该类缺陷的

全部。

一、厂房

（一）空气净化系统生产需要时不运行。

（二）空气净化系统存在不足导致产生大范围交叉污染，

未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预防措施，仍继续生产。

（三）高致敏性药品（如青霉素类）或生物制品（如卡介苗

或其他用活性微生物制备而成的药品），未采用专用和独立

的厂房。

（四）洁净区内虫害严重。

二、设备

（一）用于高风险产品生产的关键设备未经确认符合要

求，且有证据表明其不能正常运行。

（二）纯化水系统和注射用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难以保

证稳定提供质量合格的工艺用水并造成药品质量受到影响。

（三）有证据表明产品已被设备上的异物（如润滑油、机

油、铁锈和颗粒）严重污染，且未采取措施。

（四）非专用设备用于高风险产品生产时，生产设备的清

洁方法未经有效验证。

三、生产管理

（一）无书面的工艺规程或工艺规程与注册要求不一致。

（二）生产处方或生产批记录显示有重大偏差或重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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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错误，导致产品不合格并投放到市场。

（三）伪造或篡改生产和包装指令、记录，或不如实进行

记录。

四、质量管理

（一）没有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系统，质量管理部门不是

明确的独立机构，缺乏真正的质量决定权，有证据表明质量管

理部门的决定常被生产部门或管理层否决。

（二）产品未经质量管理部门放行批准即可销售。

（三）原辅料与包装材料未经质量管理部门事先批准即

用于生产，产品已放行。

五、原辅料检验

伪造／篡改或不如实记录检验结果。
六、成品检验

（一）质量标准内容不完整。

（二）批准放行销售前，未按照质量标准完成对成品的全

项检验。

（三）伪造／篡改或不如实记录检验结果／伪造检验报告。
七、记录

伪造／篡改记录或不如实进行记录。
八、无菌产品

（一）产品灭菌程序未经验证。

（二）未做培养基灌装试验或未模拟全部无菌生产工艺

进行培养基灌装试验以证明无菌灌装操作的有效性。

（三）培养基灌装试验失败后仍继续进行无菌灌装生产。

（四）未对首次无菌检查不合格进行彻底调查，就根据复

试结果批准放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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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主要缺陷举例

本附件列举了部分主要缺陷，但并未包含该类缺陷的

全部。

一、人员

（一）聘用或委托无足够资质的人员履行质量管理部门

或生产部门的职责。

（二）质量管理部门与生产部门人员不足，导致偏差或检

验结果超标多次发生。

（三）与生产、质量管理有关的人员培训不足，导致多次

发生相关的ＧＭＰ偏差。
二、厂房

（一）存在可能导致局部或偶发交叉污染的空气净化系

统故障。

（二）高风险产品未对空气净化系统的过滤器更换、压差

监控进行维护／定期确认。
（三）高风险产品的辅助系统（如：纯蒸汽、压缩空气、氮

气、捕尘等）未经确认符合要求。

（四）有证据表明洁净区内未密封的孔洞表面存在污染

（长霉、霉斑、来自以往生产的粉尘等）。

（五）原辅料取样没有足够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原辅料取

样中的污染或交叉污染。

（六）无微生物／环境监控的标准操作规程（ＳＯＰ），易受污
染的非无菌产品生产洁净区未设纠偏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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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

（一）设备未在规定的工艺参数范围内运行。

（二）用于关键生产工艺的设备未经确认符合要求。

（三）在线清洁（ＣＩＰ）设备及在线灭菌（ＳＩＰ）设备确认内
容不完整，不能证明其运行有效性。

（四）与无菌产品接触的设备或管道垫圈不密封。

（五）关键设备无使用记录。

（六）专用生产设备的清洁方法（包括分析方法）未经

验证。

四、生产管理

（一）关键生产工艺的验证研究／报告内容不完整（缺少
评估／批准）。

（二）无清场操作规程／清洁操作规程，或该规程未经
验证。

（三）工艺规程上的主要变更未经批准／无书面记录。
（四）生产中的偏差无书面记录，或未经质量管理部门

批准。

（五）未对生产收率或物料平衡的偏差进行调查。

（六）未定期检查测量器具／无检查记录。
（七）不同的中间物料缺少适当的标识，易造成混淆。

（八）不合格的物料和产品标识、贮存不当，可能引起

混淆。

（九）非自动化管理仓储系统，物料接收后，到质量管理

部门批准放行期间，待包装产品、中间产品、原辅料和包装材

料未能存放于待检区。

（十）未经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生产人员即使用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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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间产品、原辅料和包装材料。

（十一）生产批量的变更未经有资质的人员准备／审核，
或生产批量未在验证的范围之内变更。

（十二）批生产记录、批包装记录的内容不准确／不完整，
易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十三）无包装操作的书面规程。

（十四）包装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未经调查。

（十五）打印批号、未打印批号的印刷包装材料（包括储

存、发放、打印和销毁）控制不严。

五、质量控制

（一）设施、人员和检验仪器与生产规模不匹配。

（二）质量控制人员无权进入生产区域。

（三）无物料取样、检查和检验的 ＳＯＰ或相关 ＳＯＰ未经
批准。

（四）质量管理部门未能正确核对生产与包装的文件记

录，即批准放行产品。

（五）偏差或超出趋势的情况未按照 ＳＯＰ正常调查并做
书面记录。

（六）原辅料与包装材料未经质量管理部门事先批准即

用于生产，但产品尚未放行。

（七）未经质量管理部门事先批准即进行重新加工／返工
操作。

（八）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操作（如运输、贮存等）的 ＳＯＰ
未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未予以执行。

（九）有变更管理行为，但未建立变更控制程序。

（十）检验用实验室系统与现场控制［包括确认、操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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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环境和设备维护、标准品（对照品）、各种溶液以及记录保

存］无法确保检验结果和所作结论准确、精密和可靠。

（十一）隔离和处理方式不当，会导致召回产品或退货产

品重新发货销售。

（十二）无自检计划／无自检记录。
六、原辅料检验

（一）企业接收物料后未在工厂内对每个容器中的原辅

料通过核对或检验的方式确认每一个包装内的原辅料正确

无误。

（二）质量标准未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

（三）检验方法未经验证或确认。

（四）超过复验期的原料药未经适当复验即使用。

（五）一次接收的物料由多个批次构成，未考虑分开取

样、检验与批准放行。

（六）对供应商的审计无文件记录。

七、包装材料检验

（一）质量标准未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

（二）生产企业接收后，未在工厂通过核对或检验的方式

来确认包材／标签正确无误。
八、成品检验

（一）成品质量标准未经质量管理部门批准。

（二）检验方法未经验证或确认。

（三）运输和贮存条件无ＳＯＰ规定。
九、文件记录

（一）对供应商的审计无文件记录。

（二）成品的运输或储存条件无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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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留样

未保存成品留样。

十一、稳定性

（一）稳定性考察数据不全。

（二）当稳定性考察数据显示产品未到有效期就不符合

质量标准时，未采取措施。

（三）无持续稳定性考察计划。

（四）稳定性试验的检验方法未经验证或确认。

十二、无菌产品

（一）采用无菌工艺生产的区域对 Ｄ级洁净区域呈负压，
Ｄ级洁净区域对非洁净区呈负压。

（二）房间洁净度等级测试的采样点不够／采样方法不
正确。

（三）采用无菌工艺灌装的产品在无菌灌装时，环境控

制／微生物监控不充分。
（四）厂房与设备的设计或维护未将污染／尘粒产生降到

最小的限度。

（五）纯化水与注射用水系统的维护不当。

（六）清洁与消毒计划不正确。

（七）最大限度减少污染或防止混淆的方式／预防措施
不当。

（八）未对产品内包装材料、容器和设备的清洁、灭菌、使

用之间的间隔时限进行验证。

（九）未考虑产品灭菌前的微生物污染水平。

（十）生产开始到灭菌或过滤之间的间隔时限未经验证。

（十一）培养基灌装规程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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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培养基灌装数量不足。

（十三）培养基灌装未模拟实际的生产情况。

（十四）培养基支持广谱微生物生长的有效性未经证实。

（十五）未做安瓿检漏试验。

（十六）无菌检查样品数量不足或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

生产周期。

（十七）未将灭菌柜每柜次装载的产品视为一个单独的

批次进行取样／无菌检查样品未能涵盖所有柜次。
（十八）未使用纯化水作为注射用水系统和纯蒸汽发生

器的源水。

（十九）用于注射剂配制的注射用水未检验细菌内毒素。

（二十）注射剂用容器和内包装材料，其最终淋洗的注射

用水未检验细菌内毒素，而这些容器和内包装材料不再进行

除热原处理。

—９０３—



附件３

一般缺陷举例

本附件列举了部分一般缺陷，但并未包含该类缺陷的

全部。

一、厂房

（一）地漏敞口／无存水弯。
（二）液体和气体的管道出口处无标志。

（三）生产区内从事与生产无关的活动。

（四）休息、更衣、洗手和盥洗设施设置不当。

二、设备

（一）设备与墙面的间距太小而无法清洁。

（二）洁净区内固定设备的基座连接处未完全密封。

（三）长期或频繁使用临时性的方法和装置进行维修。

（四）有缺陷或不用的设备未移出或未贴上适当的标识。

三、清洁

书面清洁规程内容不完整，但厂区处于可接受的清洁

状态。

四、生产管理

（一）原辅料与产品处理的ＳＯＰ内容不完整。
（二）未严格限制未经授权人员进入生产区域。

（三）对接收物料的检查不完全。

五、质量管理

召回规程内容不完整。

六、原辅料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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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验证或确认的内容不完整。

七、包装材料检验

（一）运输和储藏规程内容不当。

（二）过期／报废包装材料的处理不当。
（三）一次接收的包装材料由多个批次构成，未考虑分开

取样、检验与批准放行。

八、文件记录

（一）产品的记录／文件内容不完整。
（二）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时间不够。

（三）无组织机构图。

（四）清洁记录内容不完整。

九、留样

（一）无原辅料留样。

（二）成品或原料药留样数量不足。

（三）贮存条件不正确。

十、稳定性

（一）持续稳定性考察的批次不足。

（二）样品数量不足以完成检验。

十一、无菌产品

（一）未监测灭菌用蒸汽，以确保达到适当的质量要求且

无添加的成分。

（二）进入洁净区和无菌生产区的最多人数控制不当。

—１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