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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大幅提高药品标准和药品质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尹力解读《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
个人简介：尹力，男，汉族，山东临邑人，1962 年 8 月生于济南市，198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医学哲学博士。1980 年至 1986 年山东医科大学医学系学习，1986 年至 1988
年山东医科大学卫生系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 年至 1993 年前苏联社会卫
生、经济与卫生事业管理科研所博士研究生。1993 年至 2003 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历任教科文
卫司副处长、处长，社会发展司副巡视员、巡视员；期间，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美国哈佛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作访问学者。2003 年 5 月调卫生部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2003 年 10 月任国际
合作司司长，并于 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5 月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执委和当选执委会副主席。
2006 年 7 月任卫生部办公厅主任。2008 年 9 月任卫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2012 年 2 月任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从药品标准、生产、流通、使用、
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未来５年药品安全保障工作的具体指标
和任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规划，提升我国药品安全水平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尹力进
行了解读。

重心围绕提高药品标准和质量
记者：作为我国第一个关于药品安全的独立规划，日
前发布的规划提出了怎样的任务和目标？
尹力：“十二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的总体目标是，
经过５年努力，药品标准和药品质量大幅提高，药品监
管体系进一步完善，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和使用
行为进一步规范，药品安全保障能力整体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药品安全水平和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满意度显著提
升。
具体包括：全部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标准达到或接近
国际标准，中药标准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医疗器械采用国
际标准的比例达到 90 %以上。2007 年修订的《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施行前批准生产的仿制药中，国家基本药物和
临床常用药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药品生产 100 %符
合 2010 年修订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无菌
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生产 100 %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药品经营 100 %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新开办零售药店均配备执业药师。2015 年
零售药店和医院药房全部实现营业时有执业药师指导合理
用药。
记者：规划体现了哪些特点？

人物专访

尹力：此次国务院公布的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是适应
国际国内形势、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需求、
全面指导“十二五”时期药品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本药物及高风险药品的质量标准。针对部分仿制药质量与
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规划提出，要全面提
高仿制药质量，对 2007 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施行前批准的仿制药，应分期分批与被仿制药进行质量一
致性评价。在药品研制环节，要促进药品研制数据国际互
认；在药品生产环节，要加强进口药品监管，建立健全境
外检查工作机制和规范，探索建立出口药品监管制度等。
此外，规划强调了任务的落实。2013 年年中和 2015
年年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牵头对规划执行情况
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向国务院报告。

重点提升仿制药质量水平
记者：在“十二五”规划中专门针对仿制药提出了要
求，为什么专门针对这类药品提出这样的指标要求？
尹力：提出这样的指标要求，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我
国仿制药质量水平，淘汰落后标准，促进产业集中度提升。
目前，我国批准 4000 多家生产企业持有药品批准文
号 18.7 万个。其中，化学药品批准文号 12.1 万个，绝大
多数为仿制药。
总体上看，我国仿制药的长足发展，有效解决了人民
群众缺医少药的突出问题，为维护公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公众对用
药疗效要求的提高，我国仿制药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也逐
步显现。如，部分仿制药与原研药相比，质量存在一定的
差距。加之，个别药品生产企业不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在物料选择、生产过程等的控制上不够严格，
也导致我国的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一些企业的仿制
药产品与原研药相比，质量和疗效得不到有效保障。
因此，在“十二五”规划中专门针对仿制药提出了要求。

多种举措保证公众合理用药
首先，规划强调了“安全第一”。规划在指导思想中
明确提出，要落实药品安全责任，降低药品安全风险，确
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并将“坚持安全第一，科学监管”
作为规划的第一项基本原则，把提高药品标准和药品质量
作为工作重心。
其次，规划确立了“药品安全保障能力整体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各项具体的重点任务也充分体现
了与国际接轨，例如，在实施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
这一重点任务中，规划提出要参照国际标准，优先提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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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规划首次提出，必须在药店和医院药房配备
执业药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国执业药师现状如
何？
尹力：执业药师是保证药品和药学服务质量，保障人
民用药安全、有效，保证人民健康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
药学技术力量。执业药师的重要职责是审核处方、指导公
众合理用药。当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执业药
师在职在岗为患者面对面提供药学服务，依然是药店开办

和营业的必要条件。这次提出在药店和医院药房配备执业
药师，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
目前，全国取得执业药师资格的药学技术人员约有
20 万人，在药品生产、流通、使用领域的分布各占约三分
之一。无论是执业药师的数量还是执业药师的药学服务水
平，离规划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下一阶段，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大力促进执业药师队
伍的发展。比如，通过政策引导，进一步扩大执业药师的
来源；完善执业药师考试制度；探索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
倾斜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执业药师队伍等。同时，
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执业药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
务水平。比如，通过政策的制定，引导医药高等教育加大
服务型药学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
记者：除发展执业药师外，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普及公
众安全用药知识？
尹力： 针对公众缺乏合理用药知识的现状，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局自 2011 年起实施《全国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行 动 计 划（2011 － 2015）》， 将 每 年 的 9 月 定 为“ 全
国安全用药月”，全国省、市、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统一
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在电视台及学校播放
安全用药公益宣传片、在户外张贴安全用药公益广告以及
开展辨假识假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公众传播安全用
药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用药意识和安全用药水平。力争
“十二五”末，科普宣传活动在全国社区（乡镇）覆盖率
达到 60%，在全国中小学校覆盖率达到 50%。

期间将采取哪些具体的打假措施？
尹力：“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打击生产销售
假药部际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健全部门打假协作机制，加
快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信息平台建设。完善药品检
验鉴定机制，提高假劣药品检验鉴定时效。对制售假药的
生产经营企业，依法撤销批准证明文件或药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研究解决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的定罪量刑过低问题，
加大对生产销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大
案件查处力度，重点打击生产假劣药品以及利用互联网、
邮寄、挂靠等方式销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打击
进出口假劣药品违法犯罪。以乡镇为重点，加大基层打假
治劣力度，严厉打击流动药贩。
记者：近期一些打假案件反映了农村及城乡接合部假
药问题较为突出。请问监管部门具体将采取什么措施？
尹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城
乡药店等药品购进渠道进行整治。重点对城乡接合部药店
以及乡村药店、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检查，检查药品的购进
渠道、产品供货方的资质、产品进货的验收和登记、往来
票据等，发现有无证经营药品及从非法渠道购入药品等违
法行为的，严肃处理。对销售假药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
机关处理。
同时，我们还将加强快检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基层
药品监督抽验的覆盖面和靶向性，提高基层药品监管效能，
推动农村基层地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 新华社记者 胡浩 )

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绝不手软
记者：针对药品安全领域内的违法违规行为，
“十二五”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网址：http://www.gov.cn/jrzg/2012-02/27/content_20778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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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苗的研究进展
自 从 1983 年 发 现 人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简 称 HIV-1）
是艾滋病的病原体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6 千万人感染过
HIV-1，其中半数的感染者已经死亡，同时每年有接近 5
百万新感染病例。目前艾滋病已经遍及南部非洲地区，
而且正快速地向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蔓延。尽管抗病毒
药物治疗可以控制 HIV-1 感染者病情的发展，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但仍然无法彻底治愈。在多数发展中国家，
昂贵的费用使得抗病毒治疗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建立
安全有效的 HIV-1 疫苗无疑是控制艾滋病蔓延的最佳手
段。1984 年，时 任 美 国卫生 部长 的 Margaret Heckler
女士宣布将在两年内开发并测试 HIV-1 疫苗。然而 1/4
世纪之后，尽管全球每年用于研究 HIV-1 的经费超过 10
亿美元，严峻的现实是至今没有一个可应用的 HIV-1 候
选疫苗。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可以说是医学研究领域里史
无前例的科学挑战。

1 艾滋病疫苗研发历史与现状
研发疫苗的目的在于防止病毒的感染，或者在病毒
感染后减少体内病毒的载量以阻止病程的发展。理想的
疫苗应该能够阻断病毒感染并建立免疫清除。大多数疫
苗的最基本的作用是产生特异性的中和抗体，所产生的
抗体可与入侵的病毒结合而阻止其进入宿主细胞，或结
合病毒感染的细胞并通过免疫效应系统清除被感染细胞。
第二重免疫机制是细胞免疫，特别是细胞毒性 T 细胞免
疫（CTLs），CTLs 会通过识别在细胞表面由 HLA-I 呈
递的外源病毒蛋白而清除被感染的细胞。同时，CTLs 会
释放多种抗病毒细胞因子，后者会抑制已产生的子代病
毒的复制。
传统疫苗包括减毒活疫苗、全病毒灭活疫苗和亚单位
疫苗。虽然这些策略对建立针对其他病毒的疫苗是行之有
效的，但用于 HIV-1 则凸显其局限性。虽然减毒活疫苗可
在实验动物中产生有效的保护，然而考虑到 HIV-1 疫苗株
有可能发生突变而恢复其致病性，因此实际应用这种疫苗
的可能性非常小。与此相比较，尽管 HIV-1 全病毒灭活疫
苗和亚单位疫苗的安全性较好，但研究表明，二者既不能
产生广谱中和性抗体，也不能激发控制艾滋病病毒在暴露
人群中传播所需要的保护性细胞免疫。

专
栏

新艾滋病疫苗研发策略包括 DNA 疫苗和活重组载体
疫苗，这些技术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在机体内表达 HIV-1 抗
原。质粒 DNA 疫苗的优点在于简单和多用途，但需要多
次大剂量注射 DNA 才能诱发可检测水平的免疫反应。因
而，现在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开发 DNA 疫苗的佐剂以
及改进给药技术。病毒载体无论是单独施用还是施行异源
DNA 初免和加强免疫策略是现行临床候选艾滋病疫苗的
一种主要形式。重组载体包括减毒的或者复制缺陷型的病
毒，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腺病毒和痘病毒。其它还在研究或
评价中的病毒载体包括水疱性口炎病毒、腺病毒伴随病毒、
委内瑞拉脑炎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和麻疹病
毒，以及以分支杆菌为代表的细菌载体。
至今为止，只有两种类型的艾滋病疫苗完成了临床试
验。第一种基于 HIV-1 包膜蛋白的单体，其目的在于引发
针对 HIV-1 包膜蛋白的特异性体液免疫。虽然 HIV-1 包膜
蛋白可以引发型特异性的结合抗体，而非具有广谱保护性
的中和抗体。两例由 VaxGen 公司赞助的 III 期临床试验
的结果也证明这些疫苗产生的型特异性抗体不能够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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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免于 HIV-1 的感染。第二种疫苗是基于复制缺陷的 5 型
腺病毒载体（Ad5）表达的 HIV-1 Gag、Pol 及 Nef 蛋白，
旨在引发 HIV-1 特异性细胞免疫。早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该疫苗可引起特异性的免疫反应，但Ⅱ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显示该疫苗不仅不能够保护人群免于 HIV-1 的感染或减少
病毒的载量，反而会使 Ad5 血清学阳性的个体感染 HIV-1
的风险增高。

2 艾滋病疫苗研发的难点与问题
艾滋病疫苗之所以难以获得，主要是因为 HIV-1 相
较于其他病毒的特殊性。首先是 HIV-1 病毒序列的多样
性。由于病毒逆转录酶的低保真度和重组高发性等原因
而造成病毒序列的差异性较大，全球 HIV-1 有 3 个主要
的型别（M、N、O），其中仅 HIV-1 的 M 型分就为 9
个亚型以及多个杂合型。而作为主要免疫原的病毒包膜
蛋白，其氨基酸序列在同一型中的差异可达 20%，而不
同型之间则可达 35%。作为疫苗的免疫原则需要对这种
差异性高度宽容，而疫苗的保护能力则必然依赖于对不
同亚型病毒交叉反应的能力。此外，HIV-1 还具有以下
生物学特点：
•
感染主要的免疫细胞，破坏免疫保护的建立；
•
早期建立潜伏的病毒储库；
•
病毒具有逃逸体液和细胞免疫的机制，如掩盖中
和抗原表位和下调 MHC 分子水平；
同 时， 与 艾 滋 病 疫 苗 研 发 直 接 相 关 的 免 疫 学 研 究
不够深入以及缺乏小动物模型等问题也制约了疫苗的发
展。例如，对免疫与保护的相关性了解不足。因为还没
有 HIV-1 感染的病人能自发、完全地清除病毒，或接种
疫苗能预防病毒感染，因此能诱导免疫保护的生物学指
标或者特征尚无从可知。这一点使得疫苗研发存在一定
的盲目性，疫苗的理性设计由此而变得更困难。此外，
HIV-1 归属于灵长类慢病毒家族，具有较高的宿主特异
性，无法感染小鼠等常见的小型实验动物。尽管利用人
的淋巴组织对免疫缺陷鼠的免疫系统进行重建可以支持
HIV-1 的复制，但无论感染过程与病理表现与 HIV-1 在
人体传播时的生物学特征相去甚远，因此这类动物模型
在疫苗保护效果的评价中的应用十分局限。猴免疫缺陷
病毒（SIV）感染亚洲短尾猴时可导致与艾滋病相似的临
床症状。虽然由 HIV-1 包膜蛋白与 SIV 病毒骨架构建的
猴 / 人免疫缺陷嵌合病毒（SHIVs）感染短尾猴是目前艾
滋病疫苗评价中最有价值的模型系统，但是高昂的费用
以及相关的条件要求使得灵长类动物模型无法普遍使用。

3 艾滋病疫苗的发展方向
3.1 诱导广谱中和抗体
高剂量的广谱中和性抗体可以保护灵长类动物免受病
毒感染，证实了针对病毒的特异性体液免疫的潜力。个别
单克隆抗体能够中和多种不同 HIV-1 病毒分离株，表明获
得能诱导机体产生广谱中和抗体的免疫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建立可以产生广谱中和抗体的免疫原是艾滋病疫苗
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HIV-1 包膜蛋白是位于病毒颗
粒表面的三聚体，不仅其通过糖基化可有效屏蔽抗体识别
的保守表位，而且结合到细胞表面受体后会发生构象改变。
虽然我们对 HIV-1 包膜蛋白结构和功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
提高，但是现在临床阶段还没有能够刺激产生外膜蛋白特
异性中和抗体的候选疫苗。

近几年，利用记忆性 B 细胞分选培养和 RT-PCR 技术，
借助于高通量筛选平台进行人单克隆抗体的筛选是艾滋病
疫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利用此技术，先后筛选到了以
PG9、PG16、VRC01 等为代表的 HIV-1 广谱中和抗体。
以此类工作为基础，通过进一步阐明艾滋病病毒外膜蛋白
保守的中和表位以及三聚体的结构生物学特征，将大大推
动疫苗免疫原的确立工作。下一代的胞膜蛋白免疫原可能
会采用基因工程抗原。这方面的策略包括：采用生物化学
特性稳定的胞膜蛋白三聚体、将胞膜蛋白抗原改造成具有
特定构象的形式、将保守的中和结构域加载到外源蛋白上、
建立打破免疫控制的方法、以及设计胞膜蛋白受体结合区
的免疫原等。另外，具有相关功能的非中和抗体的研究，
例如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病毒抑制功能、补体激活、细
胞吞噬作用的研究也将从多角度推动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3.2 诱导黏膜免疫反应
性传播是艾滋病病毒的流行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同时
也是其最主要的自然感染方式。这表明病毒可以穿过黏膜
屏障或者直接进入外周血中的 T 细胞或者单核细胞 / 巨嗜
细胞内。因此，一个有效的艾滋病疫苗必须不仅既能诱导
系统免疫，还能诱导黏膜免疫，从而能够在黏膜表面阻止
病毒的传播。目前艾滋病疫苗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是探索可
以将病毒抑制在黏膜表面的细胞及抗体免疫反应。
研究表明，在灵长类动物中，部分通过胃肠外给药
途径的重组活病毒载体能在黏膜表面刺激产生细胞免疫
反应。通过黏膜途径给予重组载体疫苗是否真的能增强的
黏膜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仍在研究之中。此外，专门设计
用于诱导黏膜免疫的新型活载体系统也正在开发和研制当
中，其中包括利用重组活分支杆菌、沙门菌等肠道细菌而
研制的疫苗。这些重组的微生物没有致病性，可以通过黏
膜表面给药，特异性地诱导黏膜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相
信通过产生有效的黏膜反应的策略能对艾滋病病毒的性传
播提供保护。
3.3 改良病毒载体
病毒特异性 T 淋巴细胞反应在控制 HIV-1 方面具有关

键的功能，所以这方面也是疫苗研究的热点。通过 DNA
初免和重组病毒加强细胞免疫策略可减少动物模型中的病
毒载量。尽管这一结果提示增强细胞免疫的覆盖性可提升
针对病毒的免疫保护，但受试者中针对重组病毒载体本身
的中和抗体往往会严重影响免疫效果。以上述利用 5 型
腺病毒载体表达的 HIV-1 蛋白的艾滋病疫苗为例，因为
30%-40% 北美和欧洲的人群以及 80%-90% 的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人群体内都具有 Ad5 特异性的中和抗体，这些
针对载体的抗体成为应用该疫苗的主要障碍。从稀有的腺
病毒的亚型发展出的新的 rAd 载体是一种避免人体内已有
中和抗体的策略。
目前在研究中的稀有亚型的腺病毒载体包括 rAd26、
rAd35、rAd48、嵌合载体 rAd5HVR48，以及非人的腺病
毒载体。这些新型的病毒载体系统可以避免人体内已有中
和抗体，有可能诱导更广谱和更有效力的保护性 T 细胞免
疫反应。
综上所述，尽管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已经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但从实际应用角度上看，艾滋病
疫苗的研发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依旧
有待于回答，仍需在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方
面取得更多进展。
岑山，男，研究员，“协和学者”
特聘教授，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
物技术研究所免疫生物学室主任。1991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97 年获得（原）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博士学位。2003
年在加拿大犹太综合医院任职研究员及
McGill 大学医学系和微生物系兼职助
理教授。2005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病毒学基
础研究和抗病毒药物应用研究。主持了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抗 HIV 药物品种和临床前药
效评价平台项目，以及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 J Virol、
JBC 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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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批签发的概况
生物制品国家批签发是指国家质控当局对疫苗类制品
或其他生物制品，每批出厂上市前或进口时实行强制性检
验、审核的制度。由于生物制品生产所用原材料、生产工
艺、实验室检定方法的可变性以及制品（尤其是疫苗类制
品）使用对象（健康人群，尤其是儿童）的特殊性，其质
量控制要求更为严格，应对其生产全过程进行控制。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技术指导原则《疫苗的
国家管理》中，要求疫苗生产国管理当局应具备以下 6 个
基本职能：①颁布上市许可证机制；②疫苗接种监管（安
全性和有效性）；③批签发机制；④质控实验室准入；⑤
对生产企业 GMP 执行情况的定期检查；⑥通过审批临床
试验，对临床效果进行评估。其中职能之一就是疫苗管理
的国家批签发制度。

1 WHO 批签发指南基本内容介绍
疫苗作为特殊的药品，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其监管。
WHO《疫苗国家批签发指南》是为建立、完善疫苗国家
批签发相关要求提供指导性政策的文件，适用于国家药品
管理当局 (NRA)/ 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 (NCL) 和疫苗生产
企业，也可供公众健康管理当局（例如国家免疫计划）参考。
该指南重点针对人用疫苗，但其主要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生
物制品。
1.1 WHO《疫苗国家批签发指南》规定药品管理当局、国
家质控实验室和生产企业的职责
疫苗质量安全、有效是生产企业的责任，国家药品管
理当局负责建立完善政策法规确保生产企业履行职责。
NRA 和 NCL 的职责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一般情况
NRA 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为批签发提供
法律依据，批准批签发审核方案。NCL 的主要职责是①承
担 NRA 委托的批签发任务；②建立完善的批签发程序、
方案；③审核批签发记录摘要；④协调统一标准和检测方
法；⑤提供标准物质，组织研究协作检定；⑥建立与企业
进行沟通的机制；⑦发出批签发报告。
生产企业的主要职责：与 NCL 合作制定批签发记录
模版； 提供批签发记录摘要；必要时提供检验方法和标准
物质；配合 NRA/NCL 共同处理检验偏差；按照《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处理拒签的产品等。

专

1.2 批签发记录审核与检验
WHO《疫苗国家批签发指南》规定，在制品上市之前，
管理当局必须审核批生产检定记录摘要，以保证制品的质
量与批准的标准相符；如果必要进行相应的实验室检定，
并进行趋势分析，在任何情况下 NRA/NCL（尤其是来自
生产国 / 签发国）签发合格证必须要求提供批生产检定记
录摘要。

栏

1.2.1 资料审核
生产企业必须按照 GMP 要求和被批准注册的标准撰
写批生产检定记录摘要，并由质量保证部 (QA) 和质量控
制部 (QC) 负责人签字批准。通常批生产检定记录摘要的
格式内容由 NRA/NCL 确定批准。资料审核应由具有相应
资质的 NRA/NCL 人员对资料进行审核；同一制品的批生
产检定记录摘要在不同市场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对疫苗关
键数据的逐批审核至关重要：①确保每批产品质量安全一
致性；②确认每批的活性成分的效价；③评估安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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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对用于生产的每个阶段的起始原
材料、活性物质、关键成分，包括对关键成分、中间产物、
原液和成品的检测，都要有可追溯性。
1.2.2 批签发检验项目和比例的选择标准
NCL 应基于制品的特性选择关键项目进行检验，而不
必重复注册批准的所有项目检验。首先考虑必要的关键项
目包括外观、鉴别、效力、安全和热稳定性试验；如考虑
有效地利用资源，简单的生化参数（例如 pH 值、渗透压）
检验不必考虑优先进行；有些参数可以通过 GMP 等其他
方法进行监测（例如通过灭活过程验证和环境监测确认无
菌状况）。在和其他相关监管机构充分协调沟通后，NCL
应对这些参数检验数据进行认真分析。
检验比例应预先确定，如果不是 100％检验，应具代
表性（例如选择原液的数量应代表所有批的，或者选择从
相同原液的分装批），由 NCL 选择检验批号，生产企业
不能预先知道，NCL 应避免现场检验，以避免产生既无价
值，又可能偏差的检验结果。
1.2 3 批签发放行标准
批签发放行标准应与管理当局批准注册的标准相一
致，因此 NCL 应熟悉批准注册的最新版本标准。
1.2.4 NCL 检验结果评价
NCL 试 验 结 果 应 该 按 照 注 册 批 准 文 件 进 行 评 价，
试验方法应经过确认，并在预先确证的可接受范围内。
NCL 应预先制定重试原则，并制定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
(SOP)。NCL 也应制定关于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如何处理
的 SOP。
1.2.5 数据监测
所有来自 QC 定量的数据，尤其是生产企业效力数据
都应进行趋势分析，并作为批签发重要的一部分。数据积
累的到一定程度必须进行统计分析。
1.3 批签发审核及决定是否签发过程
应制定做出最终审核结果的指南或程序，涉及批签发
审核的各个部门应充分协作沟通。为保持连续性和培养专
业技能，每个制品的相关信息由专人进行管理。批签发审
核流程表明确注明每个环节的职责。

2 国际疫苗批签发概况
2.1 欧盟国家生物制品批签发概况
欧盟批签发的法律基础是欧盟 Directive 2001/83/EC ，
（原欧盟委员会 Directives 89/342/EEC 和 Directives89/381/
EEC），此法规规定所有预防用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在上
市前应进行国家批签发；官方（国家） 药品质控实验室
(Official Medicines Control Laboratories，OMCLs）负
责生物制品批签发的实施；批签发证书在成员国之间统一
并互认，即某批制品在一个成员国获得批签发证书即可以
在任何一个成员国上市销售。所有实施统一生物制品批签
发管理的国家包括 25 个欧盟成员国、3 个签署欧洲经济
区域协议的国家（挪威、冰岛和列支敦斯登）以及签订批
签发互认协议的瑞士等 29 个国家。
按照欧盟 Directive 2001/83/EC 规定，制定《欧盟官
方批签发管理程序》对批签发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规定。

2.1.1 批签发程序
欧盟疫苗生产企业在完成生产和检验后，上市前可以
向上述 29 个国家的任何一个 OMCL 提出批签发申请，一
旦受理后，不得再向其他实验室申请。生产企业必须按照
该制品批签发要求，提供批生产记录摘要和实验室检验样
品。当批签发不合格时，OMCL 之间及时进行信息沟通，
防止生产企业再向其他 OMCL 申请批签发。OMCL 应将
详细文件资料保存到制品过有效期后 10 年，以备国家管
理当局查询。生产企业获得批签发合格证书后，应向该制
品上市销售的国家管理当局提交批签发证书和产品上市信
息表，以便对该制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对某些特殊制品有时企业和国家检定部门可同时进行实验
室检验， 即在企业完成生产但未完成检验时送检。根据企
业与国家检定部门的协议， 企业送检样品可以是原液、浓
缩液、成品或未贴标签的样品， 但样品包装上应有明确的
名称、批号、企业名称等，样品可邮寄， 但必须保证冷链
系统， 应有温度控制。应用的检验方法必须是企业验证过
的，这些方法包括药典、法规已明确的方法。实施检测不
只为批签发，也为支持许可证的应用，根据制品的追踪记
录决定补充检测，如有安全问题投诉或生产过程改变将会
进行最严格的检测。制品的效期以企业检验日期来确定，
批签发的时间为 6 ～ 8 周。

2.1.2 批签发检验
欧盟批签发检验根据制品的不同，要求也不同，例如
有的需要提供各组分原液和半成品样品（如百白破－重组
乙肝疫苗联合等）；但任何批签发制品都必须提供成品样
品。欧盟疫苗类成品检验项目主要包括：溶解度、外观、
鉴别、体内和体外活性，对于细菌类疫苗通常需要检验内
毒素。

当国家检定部门与企业结果不同时， 即国家检定不
合格时， 应拒签该批产品。 企业与国家检定部门每年召
开一次会议， 讨论检验方法、标准品等问题， 以统一检
验方法和标准。一般情况下企业认可国家检定结果。

欧盟规定在出现以下情况时，需增加检验项目或按照
《欧洲药典》或者相关规程进行全部项目检验。①生产工
艺发生重大变更；②生产场地发生变更；③使用过程出现
不良反应；④生产过程发生批间不一致；⑤生产企业检验
方法改变；⑥生产企业和 OMCL 检验结果出现非预期的
变化；⑦对生产企业检查，得出不良检查报告者。
2.1.3 生物制品批签发年度报告制度
为了共享 OMCL 相关技术和产品信息，增加实验室
之间互信，欧盟要求成员国或经济区域协议国 OMCL 每
年应有一个批签发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涵盖所有批签发
活动，包括产品的重要信息，尤其是质量趋势分析（生产
企业和 OMCL）。这些信息不公开发表，仅限于 OMCL
网络和秘书处。年度报告具体内容包括：①制品在欧洲市
场签发的总量，批签发撤回，拒签，不合格批次、批量及
原因；②制品在特定成员国签发和销售的信息，至少应包
括制品的商品名、通用名、生产企业、批号、数量、标识
值、效期和签发日期等；③对于每个签发的制品，应注明
OMCL 进行的实验室检验项目、方法来源（《欧洲药典》、
WHO 规程，还是验证的内部“方法”）；④实验室检验
汇总表，包括 OMCL 与生产企业相应的检验结果、趋势
分析、OMCL 和生产企业记录的相关重要数据资料、不合
格批的详细信息和原因；⑤实验室检验的技术问题及对相
关技术指南和《欧洲药典》的修订意见；⑥实验室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情况等。

3.1.2 生物制品批签发适用的药品标准
《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生物制品
批签发检验或者审核的标准为现行的国家生物制品规程或
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其他药品标准。这个规
定为批签发检验和审核明确了技术标准要求，目前我国实
施生物制品质量监督管理的主要标准为 2010 年版《中国
药典》三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注册标准。
3.2 我国疫苗批签发发展历程和具体实施方法
3.2.1 我国批签发的发展历程
2001 年 12 月 31 日，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试行工作
开始，先期开展批签发管理的有百白破疫苗、卡介苗、脊
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人血白蛋
白和用于血源筛查的 4 种体外诊断试剂；用于血源筛查的
4 种体外生物诊断试剂（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IV 抗体、
HCV 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试剂）以及 ABO 血型定型试剂
仍按原批检定方式进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
办法（试行）》于 2003 年 1 月 15 日起实施，在试行的
基础上于 2004 年 7 月颁布了《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
并授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以及北京、吉林、上海、
湖北、广东、四川、甘肃省级药品检验所承担生物制品批
签发工作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预防用疫苗类
制品实施批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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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签发申请时应递交质检记录摘要和样品， 是否进行
实验室检验由 CBER 自行决定，一般采用资料审查即可签
发制品。CBER 有不执行批签发的特殊规定，在美国并非
所有生物制品都进行批签发，一些有稳定特征、良好资质
和信誉的生物制品可免于批签发（疫苗除外）。批签发送
检的样品一般是企业完成全部检验后才送国家检定部门。

3.1 我国疫苗批签发的法律法规、标准
3.1.1 生物制品批签发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生物制品批签发定义，是指国家对疫苗类制品、
血液制品、用于血源筛查的体外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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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制品出厂上
市或者进口时进行强制性检验、审核的制度。检验不合格
或者审核不被批准者，不得上市或者进口。为保证药品安
全有效，国家制定并实施的与批签发有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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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专

2.2 美国批签发概况
美国根据 CFR610.2 规定对疫苗、血液制品和其他制品
（例如用于血液筛查的诊断试剂：HBsAg、HCV、HIV 等）
实施批签发管理制度。美国 FDA 生物制品评价研究中心
（Center for Biologic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以下简称
CBER）负责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只有通过 CBER 批签发
的生物制品才能上市。批签发管理制度是美国对疫苗等生物
制品质量监管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对注册审批、GMP、质
量年报和偏差回顾等监管措施的完善补充。

3 我国疫苗批签发概况

3.2.2 责任主体
根据《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及其有关规定，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生物制品批签发工作并指
定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检验或审核工作的药品检验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辖区内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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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疫苗生产企业是疫苗制品质量的
第一责任人，应严格执行 GMP，积极配合做好疫苗批签
发工作。
疫苗类生物制品的批签发工作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负责，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负责签发疫苗类制品
批签发合格证和不合格通知书，授权承担批签发工作的各
药品检验所负责管理辖区内疫苗制品的现场抽样和其中部
分检验工作。
3.2.3 我国批签发采用的主要形式
批签发检验或者审核工作可单独采取资料审查（批生
产及检验记录摘要审查）的形式，也可采取资料审核和样
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批签发方式主要采用批生产及
检验记录摘要审查和实验室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2.4 批签发工作流程
•
批签发申请和受理 按批签发管理的生物制品在
生产、检验完成后，药品生产企业填写《生物制
品批签发申请表》，向承担批签发的检验机构申
请批签发。进口预防用疫苗类生物制品应同时提
交生产国国家药品管理当局出具的批签发证明文
件及中文译本。
•
资料审核 承担批签发检验或者审核的药品检验
机构（目前疫苗类制品资料审核由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负责）负责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承
担批签发检验或者审核药品检验机构对申请资料
中的有关数据需要核对，一次性以书面形式通知
批签发申报企业，申报企业将核对结果及其相关
资料回复承担批签发检验或者审核的药品检验机
构，作为批签发审核资料的一部分。
•
检验 承担批签发检验的药品检验机构受理批签
发申请后，按照 2010 年版《中国药典》或者药
品注册标准进行样品检验，疫苗类制品在 55 日
内完成。
•
签发 所有进行批记录摘要审查和样品检验的产
品，如结果符合规定，发放“生物制品批签发合
格证书”，不符合规定将拒签并发放“生物制品
批签发不合格通知”。
3.3 质量分析与评价
批签发工作中主要任务为资料审核及关键项目的检
验，前者是对批生产及检验记录全过程的审核，审查该批
制品是否按照国家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检验方法是否为
批准的方法，自检结果是否达到批准的标准要求。后者为
通过检验判定该批制品是否符合质量标准的过程。在批签
发工作中注重制品质量的趋势分析和评估，全面综合的分
析才能判定该制品的质量状况。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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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标准物质的趋势分析
标准物质在检验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衡量制品
是否达到标准的标尺，国家标准品的建立是从国际标准品
标化而来，应具有溯源性、使用一致性和较好的稳定性，
国家标准品建立后应当定期进行期间核查，核查国家标准
品的溯源性和准确性，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应作为一种制
度纳入到质量手册的文件中，并制定详细的操作规范和记
录。目的是确保检验工作的质量和安全。
3.3.2 质量趋势分析与评价
在批签发检验工作中，对于涉及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指
标，如有效活性检查、病毒滴度、抗原含量和杂质等进行

8
Global Pharmaceutical Forum 《全球药讯》

批间的质量分析，比较批签发药品检验机构和企业自检结
果，并列出趋势分析图。通过同一产品不同时间生产不同
实验室检验结果的趋势分析，可以分析出产品是否均一，
生产工艺是否稳定及检验方法是否一致的初步结论，可查
找出制品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技术交流，以此来推动生
产工艺的稳定性及检验方法的可靠性。承担生物制品批签
发工作的药品检验所均要定期进行质量的趋势分析，每年
作出单一制品的质量趋势分析报告，提高生物制品批签发
的效率，确保上市产品的质量。
3.4 年度报告
每年均有一个批签发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涵盖所有
批签发活动，尤其是质量趋势分析（生产企业和药品检验
机构）。年度报告具体内容包括：签发的总量，批签发撤
回，拒签，不合格批次、批量及原因；趋势分析主要为药
品检验机构与生产企业相应的检验结果，分析存在的差异，
了解制品的质量状况及检验方法的可行性。通过年度报告
使国家疫苗质量监管当局进一步掌握和了解疫苗质量实际
情况，为疫苗的监管提出合理的措施。

4 疫苗批签发的意义及作用
4.1 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意义
批签发是一项极其重要科学的生物制品管理制度。通
过对每批疫苗出厂上市或者进口时进行资料审核和检验可
最大程度上控制产品的质量对保障人体用药安全，维护人
民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批签发的管理可全面掌握和了解疫苗
整体的质量状况，及时调整和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措施，
跟进国际先进标准，对推动生物制品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通过批签发检验杜绝不合格产品的上市，可极大降
低上市产品的安全风险，同时促进国家免疫规划产品的实
施和使用。
4.2 批签发促进了我国生物制品质量的发展。
自 2001 年 12 月 31 日起，我国试行生物制品批签发
管理以来，实践证明，批签发管理有效地推动了疫苗生产
企业的管理，增强企业依法生产的自觉性。在批签发实施
过程中每年均有多批疫苗产品经检验或资料审核不符合规
定而被杜绝上市，保证了上市产品的质量。批签发同时也
促进了标准的提高以及新方法的建立。通过批签发工作经
验积累，发现某些制品的质量标准不能完全控制制品的质
量，为最大限度降低制品存在或潜在安全风险，促进管理
当局加快与国际标准化接轨的进程，研究和建立新的检验
方法，用于全面评价药品的质量安全和效果，为减少用药
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自 2001 年底试行开展批签发工作至今已经走
过了 10 个年头，建立了一系列批签发法规文件和完整的
批签发工作程序。2010 年 WHO 对我国疫苗质量监管体
系进行评估，其中批签发管理工作获得 100 分的好成绩，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最为大家熟知的疫苗批签发工
作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事例就是在 2009 年“甲流”疫情
控制、2010 年国家卫生部消除麻疹行动计划而对上亿儿
童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等免疫工作中，由于批签发工作
具有统筹性、科学性和协调性等作用，从而使过亿人份
的合格疫苗在短期内得以签发并及时满足了疫苗应急或
集中接种的需求，在这些应急或重大公共卫生工作中充
分突显了 NRA 和 NCL 共同管理的疫苗批签发工作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 李凤祥 唐建蓉供稿 )

生物仿制药走向全球
20 多年来，患者已经享受到了有生物药可用的好处。
这些药品为原来认为最难以治疗的一些疾病提供了革命性
的处置方法，延长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提高了他们的生命
质量。但是，生物药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时候对世界上的
许多病人而言还是无力使用的，即使在一些严格规范的市
场也是如此。
有些医药企业具备科研能力来生产与生物药相似的药
品，也就是所谓的“生物仿制药”。一旦原创生物药品的
专利权到期，这些生物仿制药企业就能将这些更便宜的生
物药品仿制品提供给患者。当说到生物仿制药的时候，有
一点是非常重要而必须指出的，那就是“生物仿制药”一
词源自于欧盟的法规，意为相似的生物医药产品。因此，
“生
物仿制药”一词应该只用于描述那些通过与具有 ICH 标准
的对照产品在质量、非临床、临床水平等方面进行严格的
对照试验后获得批准的仿制的生物药品，而这些相关的对
照试验在欧洲及其他严格规范的医药市场上都是必需的。
在正在进行的有关生物仿制药的科学、监管、立法及
卫生经济学的讨论中，欧洲通用名药协会（EGA）是且仍
然是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在欧盟得到许可的和上
市的生物仿制药产品都是由 EGA 的会员开发出来的。会
员们的一些产品在其他一些严格规范的医药市场如日本、
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获得了批准。生物仿制药在欧盟
已经使用了 4 年多，第一个生物仿制药早在 2006 年就获
得了批准，迄今为止这些药品还没有发生任何非预期的或
非正常的不良反应事件。总共有 13 个生物仿制药在经过
了逐一评估后获得了由欧洲委员会颁发的欧盟上市授权，
还有 1 个得到了由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签署的积极的
科学意见。这些药品包括促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和粒
细胞集落刺激药品。
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来充分肯定生物制药在欧盟水
平上所取得的成绩，回顾重要的国际法律法规发展历程，
并讨论进一步的前沿性的话题，也就是全球生物仿制药
发展计划和单克隆抗体适用“生物仿制药”概念的问题。
2010 年的一个主要进展无疑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相
似生物治疗产品（SBPs）评价指南的出版。世界卫生组
织指南中最基本的科学原则与欧盟指南是一致的。

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
将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监管当局对世界卫生组织 SBP 指南
在其国内的应用，同时也将关注 FDA 对美国生物仿制药
审批程序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况。与这些全球性的主要进
展相对应，现在也是时候来解决生物仿制药发展计划的
效率问题了。患者对那些救命的生物药的可及性和可承
受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物仿制药发展计划的效率。
能够顺利开展的计划对于能否以更低的价格来提供这些
重要的药品而言，的的确确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但是，
是不是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要全盘照搬这种计划，这一点
却是可以商量的。例如，如果要求每一个对比研究都必
须使用已获国家许可的产品作为对照品，那就会在客观
上导致单纯追求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发生。此外，假设
对照品是来自其他的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对照品已知是
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求必须采用动物实验和
人体临床试验来完成生物仿制药与对照药的对比，就将
会遇到伦理相关问题，与有关动物和人类试验的国际准
则相违背。所以，全球性的发展计划对于在生物制剂市
场上促进发展和扩大竞争是十分关键的。这也是在全球
范围内提高患者对高质量生物药品的可得性、可承受性
和可及性的唯一途径。
还有一个可能引起强烈关注的课题——生物仿制药单
克隆抗体的发展，这是因为单克隆抗体治疗已成为一类非
常重要的生物技术。对于诸如癌症、风湿性关节炎、多发
性硬化症及其他一些免疫系统紊乱引发的严重疾病，单克
隆抗体药物具有靶向治疗的潜力。这些产品所带来的进步
是不容否认的，增加了患者生命预期，同时，也会推高医
疗保健的费用。毋庸置疑，在这个重要的生物药品领域里
引入竞争，未来的生物仿制药单克隆抗体将大大节省医疗
开支，并将支撑卫生保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曹秀萍 翻译，王坚成 审校）
Suzette Kox is Senior Director，Scientific Affairs，at EGA.
Readers can contact her at skox@egagenerics.com.
本文摘译于：
药物信息协会 DIA《Global Forum》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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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在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高标准，欧盟的
管理体系已经激发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并将在未来继续
发挥作用。比如，澳大利亚在 2006 年就有效地采用了欧
盟的生物仿制药监管体系。2009 年 3 月，日本颁布了与
之相似的一套关于生物仿制药的指南，对该类药品的研发
及注册要求给出了清晰的指令。2010 年 3 月，加拿大完
成并正式颁布了生物仿制药指南，且在 2009 年就已经应

用指南草案批准了首个生物仿制药上市。美国 2009 年通
过了《生物制剂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BPCI Act）》，该
法案为那些被证明与已获得 FDA 批准的生物药具有“高
度相似性”（即生物仿制药）或“可替换性”的生物产品
建立了一条简化的审批程序。这种简化的审批程序已经被
收入了 2010 年 3 月的美国卫生保健法，即《患者保护和
可负担医疗服务法案（PP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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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仿制药管理概述
结合欧洲生物仿制产品领域领先水平以及美国 FDA 执行公共卫生服务法案广泛条款的百年经验，为患者
提供具有等同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生物仿制产品。
约 110 年以前的 1902 年 7 月 1 日，美国颁布了《生
物制品管制法》，从而开辟了生物制品的管理途径。在七
个简短和反复重复的章节里，此法令创立了一种管制“适
用于预防和治疗人类疾病的病毒、血清、毒素、抗毒素及
类似物产品的繁殖及制备”的许可系统。首部生物制品管
制法以及在 20 世纪所实施的修正案是一种直接的、几乎
非常简单的法令条款，国会通过颁布该法令，对白喉抗毒
素到脊髓灰质炎疫苗、德国水痘疫苗和百日咳疫苗到血液
和血液制品（甚至包括由生物技术革新而引发的医疗设备
突破性发展）进行全面监管。
事实上，管理科学和法学界的同仁有相似的认识，即
美国生物制品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其核心
内容于 1902 年形成，此后一直得以保留。虽然人类基因
组已被破解并且也已实现了先进的基因疗法，但公共卫生
服务法案（PHS 法案）仅侧重于生物制品申请的三个基本
和综合要求（现称为生物许可证申请，BLAs），换言之，
BLAs 仅包含用于证实所申请生物制品的安全的、纯净的
和有效力的数据，仅此而已。法规未要求开展临床前研究，
法规亦未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对免疫原性试验的要求更低。
为什么该法令如此宽泛、毫无限制，且该法令如何在
核心内容保持不变的情况得以沿用数十年？因为美国国会，
像生物医药研究机构一样，均相信 FDA 能够根据每个 BLA
个案，通过提供的数据判断是否可以批准。FDA 针对每项
BLA 申请逐一评估其申请人是否已通过适用于该特定生物
制品的科学方式证明其安全、纯净、效力，进而通过以数
据为导向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应该批准每项 BLA 申请。总而
言之，从美国首个生物制品法规的记录来看，该法规是通过
FDA的权威代表以及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一些科学家、
公务员，
通过例证方法而产生的。这些公务员通过“将科学和创新法
规进行强力整合”，从而进行专业化审评，进而取得了“骄
傲的法规监管工作记录以及傲人的研究成果”。
最终结果是，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已拥有了
繁荣的生物技术产业，获得了几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的、
先进的医药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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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时，美国国会试图颁布可
能是自 PHS 法规实施以来最重要的修正案时，他们选择
了不再沿用同样的开拓精神。2010 年 3 月，国会通过了
PHS 法案修正案，颁布了浩繁的新法规条文，其中包含建
立生物仿制产品监管途径的细致要求。
在颁布该新法规的过程中，国会实质上背弃了上世纪
一直使用的生物制品法规监管框架。生物制品法规框架中
的新增内容与之前执行该法规框架时的内容存在明显的差
异。管制生物制品的 PHS 法案条款的绝对长度和数量均
翻倍，且条款相当复杂。在这些条款中，其内容的详细程
度以及明确要求强制执行的条款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并且，
作为这些条款的补充内容，一直以来与 FDA 的 BLAs 评
审工作脱钩而独立进行的专利执行程序已经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方式与监管过程联系在一起。
尽管存在种种明显的不平衡，但是美国生物制品法规
的要素、其核心的本质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继续执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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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FDA 评审专家可以和以往审评生物制品 BLA 一样，对
不同申请人递交的生物仿制产品申请逐个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评估。事实上，和 FDA 全职审评专家批准大多数原研
创新生物制品所参照的简约法规条款相比，新的生物仿制
产品管理法规非常清晰明确。FDA 无需另外通过法规或指
导原则的方式就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监管，并保持和法律
规定一致，使行政管理行为不成为生物仿制产品申请审查
或批准的先决条件。
尽管要继续明确应用新法规详细的条款，直接使用该
法规来监管生物仿制产品对 FDA 来说也许是一个潜在的选
择，但是 FDA 迄今为止，尚未对新的生物仿制产品法规实
质性实施发布任何公开的政策声明。在就其内部操作程序
发表初步声明之后，FDA 在 2010 年 10 月宣布将召开第 15
部分公开听证会，听取来自利益相关者众多有关新法律条文
方面的意见。大约有 48 个组织和个人登记要出席公开听证
会，在这 48 个登记者中，有 41 个出席，另外 5 个出席者
在听证会开放的“公众意见”环节进行了发言，该听证会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举行。在听证会上，FDA 听到了来自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在 FDA 的公共案卷中记录了听证
会上每一次发言，并且 FDA 还接受了有关该公共案卷更多
的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正如所预料的一样 ——根据新的法律规定条款和
FDA 的听证会公告所提出的问题——在公开听证会上阐述
的争议直击整个生物制药利益的范围。同样，和预期一样，
针对这些争议的观点存在分歧。在公开听证会上，发言人
所涵盖的许多要点中，由于众多发言人在发言时特别强调，
有 5 个要点显得尤为突出：生物相似性标准；生物相似性
临床试验要求；生物相似产品的互换性；生命周期内对照
品的质量标准（该质量标准用于指导生物相似仿制品的研
究全程）；以及生物相似的生物仿制品使用原研名称（INN/
USAN/ 药品名）的规定。
新的生物仿制产品法规条文中对这些争议有了明确的
阐述，而 FDA 对上述争议的解决方案会对生物制药研发
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原研生物制品以及生物仿制产
品的研发和审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争议中每个问题
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美国的可比性评估以及 ICH 的执行相
关。毕竟，在新的法律执行之前，可比性评估以及 ICH 规
定已经应用了 14 年。尽管存在未确定的争论，但这些争
论和可比性研究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生物仿制产品的法规条文，通过生物仿制产品和
其原研产品“高度相似性”来证明生物仿制产品的“生物
相似性”。这与原研厂家生产变更前后需要进行可比性研
究一样，即需要用研究数据来证明两者的生物相似性，从
而得出结论，“生产变更前后，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相似的
质量属性，对安全性和有效性无影响，并且对免疫原性也
无影响。”简言之，有关国会在新的法律中是否采用已存
在的可比性框架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但毫
无疑问，法规中的“高度相似性”与 FDA 的可比性指导
原则中的“高度相似性”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证明生物
仿制产品相似性的标准也应与证明可比性的标准相同。
同样地，证实生物相似性的方式和程度不允许存在

任何分歧。根据新的法律，生物仿制产品的生物相似性
应根据产品的分析结果、动物实验结果和临床试验结果
（若 FDA 没有豁免临床研究的话）来决定。同样地，对
于可比性来说，“可以根据产品的质量分析结果来判断
可比性。在某些情况下，非临床或临床数据可能有助于
得出结论。”因此，在评价所有生物制品申请人的产品
申请时，“高度相似性”的评价标准应保持一致。若原
研生物制品可通过药物分析学水平的数据进行可比性评
价，那么生物仿制药的申请人就应使用与原研生物制品
相同的评价方法来确证生物相似性。分析数据表明，高
度相似性不能通过药物分析学水平的标准进行判断时，
可以采取与这种方法不同的手段。
正如生物制药行业和 FDA 在过去 14 年里的认识一样，
生物制品生产前后的变化都不是“生物等同”或“生物相
同”的，而仅仅是相互之间生物相似，这些不同的原研产
品被视为彼此完全可互换和可替代。在生产更改前生产的、
“旧的”、“不完全生物等同”的生物制品仍在市场上存在，
直到没有后续供应。即使生产更改后生产的、“新的”、
“不完全生物等同”的生物制品已经上市，或者相同医生
群体日后可能会将 “新”的生物制品用于原先使用 “旧”
产品的相同病人的治疗，医生仍会一直给病人继续使用原
先“旧的”、“不完全生物等同”的生物制品。FDA、生
物制药行业、医学界或患者均不认为上述描述的产品替代
使用是一个问题。因此，对于生物仿制产品，就像其定义
本身指的和对照生物制品临床效果一致、安全、纯净或效
力没有差异的产品，其与原研产品的替换使用更不应该成
为问题。更重要的是，只要申请人能够证明申请产品和原
研对照品之间的高度生物相似性，那么就应始终如一贯彻
平等的等同结果来判断药政管理的标准。
根据之前的分析，生物仿制产品研发过程中将原研
对照品的类质量标准作为目标标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了。每次，当原研厂家研制出一个新版本的生物相似产品，
且成功完成对比性实验，证实两个生物相似产品之间从法
规角度来讲安全的、纯净的、有效力的等同，则即使没有
任何临床证据，根据这些分析结果，两者可认为生物相似。
在原研厂家推出生物产品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法规关
于更新产品的处理一直应用该原则。因此，原研厂家推出
的和原研产品生物相似的各版本产品的质量标准形成质量
标准范围。不同版本的原研生物相似产品的临床功效相同。
在原研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不断推出各版本生物相似
产品的过程中，法规管理和临床应用认为这些生物仿制产
品的临床功效是相同的。所以，生物仿制产品申请人申请
的生物相似产品的质量标准应符合原研厂家已经建立的质
量标准范围。

这五项事宜显然不是 FDA 听证会解决的全部问题，
但是，它们的确具有跨领域的意义。因此，尽管上述结论
与第三方生物仿制产品有关，但是这些问题对原研厂家继
续研究全新生物制品同样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在遵守常规
且明确的规定之外，可比性研究是生物产品研发的基石，
可比性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对降低监管负担、控制研发经费
的有效使用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物仿制产品是另一个促进生物制品创新的动力。
生物仿制产品的不断推出促使原研厂家研究全新的生物产
品。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生物仿制产品让更多的患者
能够用的起生物制品。因此，生物仿制产品可以减少政府
对于成本控制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创
新周期造成影响。
简言之，对于生物药物存在迅速增长的医疗需求，而
且这种需求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已经加剧，而
生物仿制药是对此采取的自由市场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解
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生物仿制产品在实现有利于竞争、有
利于患者的同时，提供了与原研产品的安全性和临床有
效性无差异的产品。毫无疑问，这一点 FDA 可以提供保证。
FDA 的专职评审员均是专家，过去 110 多年对创新生物
制品的审评记录，足以证明他们在管理生物仿制产品方
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能够有把握的监管和原研产品高
度生物相似的仿制产品以及原研厂家研制的新版本生物
仿制产品。欧盟大胆开始了生物仿制产品的创新，澳大
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紧随其后，同时发现了其它管理办法，
全球法规管理者在批准原研产品作为对照生物制品时，
做好了生物仿制产品审批的充足准备。另外，就像 FDA
听证会上的每个在场人所反复确认的一样，该法规管理
下生物仿制产品市场中，没有人察觉生物仿制产品存在
问题，或者，没有人发现生物仿制产品批准上市后临床
效果与原研产品有差异。因为海外生物仿制产品临床效
果已经证实相同， 同时根据 PHS 法案指导下对生物制品
的管理经验，FDA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进一步推进
新生物仿制产品法案的实施，让美国的患者能够使用质
量有保障的、安全且有效的生物仿制产品，以及生物制
药领域研发的新型治疗手段。所有的这些生物制品都能
够造福于患者，有益于卫生医疗系统，这正是每个人都
关心的。
（张子烨 翻译，黄彬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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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的观点都直接引出一个新的、关于命名的
问题。虽然新的法规中没有对生物仿制产品进行专门的、
法定的命名规定，虽然 FDA 关于生物仿制产品的立场和
观点一直很明确，但是关于命名问题的争论将会一直持
续。正如本文所述，原研厂家生产过程的改变出现的“旧”
或“新”生物相似产品之间是可互换的，这包括其 INN/
USAN/ 药品名。实际上，尽管生产变更前后的原研生物
相似产品间是不完全等同的，这些系列原研产品都沿用
着相同的 INN/USAN/ 药品名。而医生或病人均未被告
知所用的原研产品已经出现了变动；或者说，原研厂家
实际上是在销售两种不完全等同的产品；或者说，在任
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病人可能同时使用原研厂家出品
的两个不同版本的产品。对于 FDA 或生物制药行业来说，
上述原研产品的变化未被视为是问题，对于通过可比性
研究确证的高度生物相似的生物仿制产品来说，这种变
化更不应是问题。因此对第三方生物仿制产品区别对待，
并要求对其 INN/USAN/ 药品名作出修改，既没有科学

的科技政策根据、也没有法规或法律依据。

本文摘译于：
药物信息协会 DIA《Global Forum》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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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生物仿制药及可互换生物药的要求
经过多年的公众讨论，对于美国的患者来说生物仿制
药及可互换的生物制剂几近变为现实。奥巴马总统的医疗
改革法案修订了公共卫生服务法案，解决了“创新与消费
者利益”的问题。文章提到了本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已接受的和已建立的科学及管理法规，这些法规可支持生
物仿制药及可互换的生物制剂的决策；原研产品及首个被
批准的可互换产品的市场独占权；避免有关专利侵权进行
冗长的讨论和法律诉讼，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以
及其他行政议题如命名、指导原则及费用。

1 前言
2010 年 3 月 23 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医疗改革法案，
通过《生物制剂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BPCI）》，该法
案包括了一条平衡消费者利益和生物制剂创新的条款。本
法案的精髓与 1984 年颁布的《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恢
复法（即 Hatch-Waxman 修正案）》是一致的，后者规
定了化学（小分子）仿制药进入美国市场的要求。HatchWaxman 修正案保证了品牌药（也叫原研药）生产厂家
的专利保护及一段时间的市场独占权，允许他们收回开发
有价值新药的研发投入。一旦这些新药的法定专利保护和
上诉期及市场独占权过期，患者即可享受到低价的创新药
的仿制版本。医疗改革法案同时也打破了使用细胞过程（生
物制剂）生产药品的平衡。这些药品可能成为与原研药类
似或可互换的生物制剂。
在美国，允许州际贸易间进行生物制剂分配的调节
机制包含在两条法律中，即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执行的公共卫生服务（PHS）法案中，绝大多数
的生物制剂由 PHS 法案批准，少数的生物药，主要是激
素类药物，则是通过《食品药品和化妆品（FD&C）法案》
批准。虽然生物仿制药的概念及其批准要求均未出现在
FD&C 法案中，但是 FDA 明白 FD&C 法案的灵活性允许
批准类似的产品。根据相关机构的信息，后续蛋白质产品
（FOPPs）——应用生物技术（细胞衍生）生产的或来源
于自然资源的蛋白质产品——已经通过 FD&C 法案获得批
准。FOPPs 是通过 FD&C 法案批准的蛋白质产品的后续
版本。例如重组胰高血糖素作为自然来源产品的 FOPP 获
得了批准。因此，对生物仿制药的法规进行描述的唯一法
律就是 PHS 法案。医疗改革法案修订了 PHS 法案，允许
批准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物制剂，仅须标记 (k)。生
物仿制药是一种蛋白质（化学合成的多肽除外）与对照药
高度相似的（允许非活性物质有细微差别），并且在安全性、
纯度及效能方面无临床显著差异。可互换的生物制剂是生
物相似的并且能产生相同的临床效果。

特别报道

在美国，相似性并非一个新的科学概念被应用于生物
制剂。FD&C 法案规定批准了 FOPPs，与对照药（已批
准药物，在分析、临床前及临床研究中作为对照）的相似
性，使其可以依据已批准药物的科学及医学相关知识来阐
述产品进行新药申请（NDA）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种
灵活的方式可以节省时间和财政资源，并且可以避免进行
人体和动物不必要的重复试验。这种灵活的方式除了用于
FOPPs，同时也坚定了 FDA 接受仿制药的简约新药申请
（ANDAs）和 NDAs 的决心。
相似性是可比性的自然延伸。15 年来，科学实践表
明患者正在接受生物药与它在生产过程中有所改变的药品
具有可比性。这种生产过程的改变包括从改变细胞孵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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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回收不受影响）这种相对简单的程序到更为复杂的程
序，例如稳定剂的更换或新的细胞株的引入。可比性的研
究通过比较生物制剂生产前和生产后的变化来进行。此项
研究从大量的分析及生物特性描述开始。如有必要，尽管
不是这样，仍须在分析及生物特性描述及比较后，进行动
物及人体研究来解答其他的科学问题。如果两者间“无差
异”存在，则新产品会代替老产品。
生物仿制药已经获得批准并且为全世界的患者所用。
2003 年，欧盟委员会修订了法律要求增加阐明两个生物
制剂间相似性的描述信息。欧盟官方公报规定，如果对仿
制药要求的数据——化学、生产和对比数据以及生物等效
和生物利用度数据的补充信息——不能判定两个生物制剂
间的相似性，则需要提供额外的毒理学及临床研究数据。
所需进行的研究由具体的案例决定。第一个相似的生物药
物（生物仿制药）于 2006 年由欧盟（EU）批准用于其
27 个成员国。目前，EU 已经批准了 14 个生物仿制药（7
个单一的活性药物成分），这些活性成分为生长激素，依
泊亭 alfa/zeta 和非格司亭，最新批准的是 Nivestim（非
格司亭，英国 Hospira 公司）。考虑到厂家向管理当局寻
求帮助，已经发布了关于单克隆抗体（比目前已批准的活
性成分更复杂的分子）的非临床及临床研究的注意事项草
案指南。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落实生物仿制药的法规
及开发要求。通过公开会议与私下的相互交流，FDA 的科
学家、临床医生及政策制定者正在接受全球科学的、医学
的及法律决策同行的教育，不仅要引入这些生物仿制药，
同时要对其进行上市后的监管。
本文阐述了对医疗改革法案中规定的生物仿制药和可
互换的生物制剂要求的理解。当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
物制剂的上市申请递交给 FDA，当公司和律师开始实施专
利谈判计划和时间表时，问题和争论就会出现。这些要求
的解释及具体实施将在后续文章及公共论坛中由利益相关
者进行讨论。

2 医疗改革法案中包含什么内容？
2.1 生物仿制药与可互换的生物制剂
法案允许生物制剂为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物制
剂。生物相似的生物制剂是与对照药高度相似的蛋白质，
并且在安全性、纯度及效能方面无临床显著差异。化学合
成的多肽除外。临床非活性成分的微小差异是允许的。可
互换的生物制剂是可以替代对照药，而无需开具对照药的
医疗机构干预的生物制剂。作为可互换的生物制剂，必须
与对照药生物相似并能产生相同的临床效果。如果可互换
生物制剂预期服用超过 1 次，必须设计患者从可互换生物
制剂转服对照药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中这种转换可能会
进行多次，从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考虑确保服用可互换制
剂的风险不大于单独服用对照药的风险。因此，作为可互
换的生物制品而不是生物仿制药，需要提供更多的数据。
2.2 药物研发方案
生物仿制药和可互换的生物制剂的开发方案与仿制药
及 FOPPs 的研发方案类似。生物仿制药和可互换的生物
制剂的对照药为已批准的药物。生物仿制药要求与对照药
具有相同的给药途径、剂型和规格并且在使用条件下具有
相同的作用机制，但也仅为已知的作用机制。在标记 (k)
的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中，申请人必须提供数据，
说明与对照药在临床前研究包括毒理研究的相似性；以及

进行临床研究，对对照药被批准的一个或多个适应证，进
行致免疫性、药代动力学或药效学评价。虽然，法案允许
进行药动学或药效学研究，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结合生
物标记物或药效学标记物的药动学参数的检测能对生物活
性的相似性假说提供有力的支持。

市的生物制剂，完成了儿科人群研究且报告相关机构认
可，它们的市场独占权应该延长 6 个月。若在产品独占
权到期前 9 个月以内确定认可，则独占权不能被延长。
对于罕见疾病用药，独占权应另外延长 6 个月至 7 年 6
个月。

为了使患者能更快的使用到这些产品，保证稀缺资源
不被浪费，不进行动物及人体的不必要的研究，法案声明
称无需所有三项数据元素（分析的、临床前的及临床的数
据）来决定申请制剂的生物相似性。然而，分析研究不可
能不需要，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的，期望只需要进行临床
前和临床研究。

2.5 专利权的正式协商及谈判过程
为了加强各方的交流，加速可能有关专利侵权的冗长
的讨论，药品申请接收后不超过 20 天，BLA 信息和生产
过程必须提供给对照药厂家及专利权人（见图 1），除非
药品申请人与对照药厂家协商同意其他的时间。信息和数
据仅用于判定是否提出专利侵权的索赔。要求药品申请人
书面同意公开保密信息给“任何人或团体”，且同意书不
应有所保留。如果保密信息对他人公开，对药品申请人来
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法庭会考虑因违规行为对申请
人施行法律保护。

因为这些产品与对照药的结构相似，且构效关系决定
作用机制，申请者可依据对照药安全性、纯度及效能的公
开信息，包括机构之前对对照药的安全、纯度和效能的肯
定，来支持标记 (k) 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此外，
来自其它相似生物制剂而不是对照药的数据信息，也能够
被提供。
所有药物制剂，包括生物制剂，都必须在 cGMPs 条
件下生产。生产设备必须在药品批准前由 FDA 进行核查。
2.3 指导原则
FDA 会颁布特定或通用的指导原则，解释并细化研
究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物制剂的要求。有关各方提出
公众意见后进入正常的行政程序。法案允许公众对于 FDA
发布指南的优先权提出意见。生物仿制药和可互换的生物
制剂可能用或不用指南来评估和批准。
2.4 市场独占权
法案规定了可互换的生物制剂和对照药的市场独占
权。对于生物仿制药，没有市场独占权。
第一个以特定标准认定为可互换的生物制剂获得了
12 个月的市场独占权，时间从进入市场开始。然而，基于
法庭的判决，这 12 个月的独占权可能会增加至 42 个月。
对于随后使用相同标准获批的生物制剂，直到第一个可互
换使用的生物制剂 12 个独占权到期，才能被批准为可互
换使用的生物制剂。
对照药获得批准后 4 年内，类似或可互换使用的生物
制剂不能进行 BLA。另外，在原研产品获得批准后 12 年内，
FDA 不得批准类似或可互换使用的生物制剂。

标记(k)的 BLA 申请
接收申请后不超过 20 天
BLA 信息和生产过程提供给对照药厂家及专利权人
60
天
专利侵权索赔的专利清单及对照药厂家愿意授权申
请人的专利说明
60
天
说明专利无效，不可实施或不会侵权的理由，并对
对照药厂家的授权意愿做出回应，或者向对照药厂
家声明在专利到期前不上市销售。申请人也应提供
给对照药厂家一份可能侵权索赔的专利清单
60
天
对照药厂家向申请人提供专利侵权的理由，同时对专
利无效和不可实施的声明作出答复

批准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
生物制剂上市

有关侵权诉讼的专利谈判

180
天
请求生产或销售的初步禁令

不允许泄露申请人提供的保密
信息

20
天

如果未达成协议

互换侵权诉讼的专利清单
30
天

起诉专利侵权

通知部长并在联邦公报中公布

接收保密信息后，涉及到有关专利的信息互换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过程尽可能快的向

若对对照品进行改变并提交新的 BLA，则有可能认定
12 年的独占权。法案中描述了以下 2 种可认定独占权的
情况：
•
分子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安全性、纯度或效能的变
化；
•
分子结构没有改变，适应证、给药途径、给药方案、
剂型、给药系统、给药装置或规格都必须保持一
致。

图 1 专利侵权协商及谈判过程和时间表

有 1 个例子可满足这些标准，即人源制品其生产过程
可由重组技术替代。分子结构很有可能通过新的生产方法
来修饰，安全性也会通过降低人源异体的风险而得到提高
等。BLA 应该要求该产品由新的生产过程生产，改变分子
结构并提高安全性能。

在收到专利清单的 60 天内，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详
细的声明，说明清单中的专利是无效的，不可实施的或不
会被侵权的，同时要对对照药厂家的授权意愿做出回应，
或者声明在专利到期前批准的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物
制剂不上市销售。申请人也应该提供给对照药厂家一份可
能侵权索赔的专利清单。原研厂家收到回复后，在 60 天内，
也要向申请人提供一份详细的说明，说明列出的专利侵权
的理由，并对专利无效和不可实施的声明作出答复。

天内，向药品申请人提供专利侵权索赔的专利清单。另外，对照药厂家需要说明清单中的哪
接收保密信息后，涉及到有关专利的信息互换正式开
些专利愿意授权给申请人。
始。为了保证过程尽快的向前推进，规定了时间限制。对
在收到专利清单的 60 天内，申请人必须提供一份详细的声明，说明清单中的专利是无
照药厂家收到标记
(k) 的 BLA 申请信息及生产过程数据信
息效的，不可实施的或不会被侵权的，同时要对对照药厂家的授权意愿做出回应，或者声明在
60 天内，向药品申请人提供专利侵权索赔的专利清单。
另外，对照药厂家需要说明清单中的哪些专利愿意授权给
申请人。

特别报道

儿科用药和孤儿药的市场独占权应该延长。这些药
品的新的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的生物制剂，或者已经上

前推进，规定了时间限制。对照药厂家收到标记(k)的 BLA 申请信息及生产过程数据信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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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了这些数据和信息后，利益各方就专利问题会
展开谈判，如果可能，会对专利侵权展开诉讼。谈判应真
诚的进行，若在 20 天内未达成协议，则协商程序要求交
换侵权诉讼的专利清单。在清单交换后不超过 30 天，对
照药厂家应对专利侵权提起诉讼。必须告知卫生和人类服
务部部长，同时需在联邦公报中公布诉讼情况。在专利清
单提供给仿制药申请人且对照药厂家认为应该提出专利侵
权索赔后，若有原研厂家公布或授权的其他专利，允许原
研厂家对专利清单进行补充。
另外，仿制药申请人必须在生物仿制药或可互换生物
制剂首次上市后 180 天内通知对照药厂家。这期间，若需
保护知识产权，对照药厂家可请求初步禁令，禁止申请人
从事商业生产或销售仿制产品。法案对对照药厂家和仿制
药申请人的判决提出了限制条件。

生组织（WHO）命名。讨论的焦点是给对照药和生物仿
制药两个独立的 INNs。确定独立的 INNs 的理由，是为
了确保批准后的药物警戒，且防止这些药品的不适当替换。
医疗改革法案没有涉及到 INN。

3 小结
FDA 对 FOPPs、仿制药和 NDAs 的申请要求的宽松
态度，以及对生物技术衍生药物可比性研究的要求，使得
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会做出批准生物仿制药和可互换生物制
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决定。在美国多年关于这些产品（也
被定义为改进型的生物制剂、仿制的生物制品和非专利
生物技术药）的公众讨论后，大致的要求已经在法案中进
行了描述。尽管法案不会使所有人满意，对生物仿制药或
可互换生物制剂可行性要求的解释和说明可能也需要很多
年，但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步。

2.6 费用
FDA 要求评估标记 (k) 的 BLA 的审评费用。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收费。2010 年 10 月 1 日之前，FDA 收集
并评估审评这些申请的费用数据。2012 年 1 月 15 日，FDA
必须向国会提出有关收费的目的及如何达到这些目的的规范
意见。这些规范必须由多方磋商来确定，包括国会委员会，
特别是健康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参议院的养
老金委员会和众议院的能源及商业委员会；科学和学术专家；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患者及消费者团体代表以及管理行业。
另外，FDA 必须制定在联邦公报中发布公众评论的程序，
召开公众会议并在确定规范时考虑公众意见。

（注释：在美国由 PHS 法批准的生物药品的许可证
是有效的。因为 PHS 法对生物仿制药也没有具体要求，
因此有争论称 PHS 法不批准生物仿制药。）

2.7 国际非专利药名
关于生物仿制药国际非专利药名（INN）的确定，全
球有很多讨论。INN 适用于药品的活性成分，并由世界卫

本文摘译于：
药 物 信 息 协 会 DIA《Drug Information Journal》2011
年3月

（陶秀梅 翻译，姜德春 审校）
Suzanne M. Sensabaugh，
MS，MBA
Founder and Member，
HartmannWillner LLC，
Columbia，Maryland

FDA 批准首个脐带血生物制品
2011 年 11 月 10 日，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管 理 局
（FDA） 批 准 了 首 个 造 血 祖 细 胞（HPC-C） 细 胞 疗 法
HEMACORD。
HEMACORD 适用于造血（生血）系统疾病患者的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例如，脐带血移植已用于治疗某些血
液系统肿瘤、部分遗传代谢和免疫系统疾病。
FDA 生物制品评价与研究中心主任 Karen Midthun
医学博士说：“应用脐带血造血祖细胞疗法为患有这些疾
病的患者提供了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案。”

for Industry: Minimally Manipulated， Unrelated
Allogeneic Placental/Umbilical Cord Blood Intended
for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for Specified
Indications）”的 2009 年指导性文件。FDA 设立 2 年期
限让 HPC-C 制造商提交许可申请或新药临床研究申请，
该期限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截止，因此制造商现在必须
提交以上申请。

药政快讯

提交给公共档案（public docket）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数据以及许可申请中符合其他法规要求的提交数据，均
确实可信，HEMACORD 因此获批，这是首个获批的脐带
血许可申请。

HEMACORD 含 有 来 自 人 类 脐 带 血 的 造 血 祖 细 胞
(HPC)。脐带血是移植中使用的 HPC 三种来源之一；另外
两种是骨髓和外周血。HPC 一经输给患者，这些细胞便迁
移至骨髓，在此分裂和成熟。当成熟细胞进入血液后，便
能部分或完全恢复多种血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其中包括免
疫功能。

HEMACORD 有一项黑框警告，说明了使用该药可能
有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移植综合征、移植失败、输
液反应等致命风险。对接受 HEMACORD 治疗的患者应予
密切监测。利弊评估、单位选择及给用 HEMACORD 均应
在有造血干细胞移植经验的医师指导下进行。

FDA 努力帮助制造商为某些脐血产品申请许可，发
布了名为“行业指导原则：拟用于特定疾病造血功能重建
的最低限度处理非亲缘同种异体胎盘 / 脐带血（Guidance

HEMACORD 由 位 于 纽 约 的 New York Blood
Center，Inc. 制造。
（董江萍 翻译，黄彬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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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美国生物仿制药和可互换生物制品批准途径的思考
根据 2009 年制定的《生物制剂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
（BPCI）》，2010 年 3 月 23 日，《美国卫生保健法》、
《患者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法案（PPACA）》已签署批准，
该批准为生物仿制药提供了法律途径。自此，FDA 便开
始采取相应措施。第一步就是建立生物仿制药执行委员会
（BIC），由药物研究与评价中心（CDER）主任 Janet
Woodcock 博士和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BER）代
理主任 Karen Midthun 博士共同主持工作。该机构还设
立了两个审评委员会：CDER 和 CBER 生物仿制药评审委
员会。2010 年 11 月 2-3 日 FDA 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公开
会议来获取公众对该法案的意见。
预计在 2011 年，FDA 将利用此法案发展相关的指
导原则和规定，据此，一个新的监管方法将初具规模。本
文描述了美国生物仿制药批准途径的关键概念，已由精鼎
（PAREXEL）咨询公司提出并提交 FDA。

从适应证推断
新的生物实体通过与安慰剂作对比来证明其有效性；
然而，安慰剂对比试验并不是一直可行的，后续的生物制
品有必要进行非劣效或等效试验。此外，生物仿制药还需
要几倍于原创药的安慰剂对比试验。
一旦了解作用机制，就可以从适应证出发，用一个充
分敏感的指标证明生物仿制药和对照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
上面的可比性，结合已完成的分析、非临床和临床可比性
数据，最终总结针对所有适应证的治疗等效性。
即使目标适应证高度多样化，也可以合理推断，例如
许多单克隆抗体被批准的情况。单克隆抗体理论上可以在
体内发挥多种作用，这些作用与适应证相关。如果所有的
相关生物学效应产生一个治疗作用，那么在目标群体进行
的试验应足以表明普遍的治疗等效性。

总体原则
患者的安全至关重要，生物仿制药的安全性，只能
通过遵循上市后风险管理程序的临床试验建立。更复杂
的问题是，通过临床试验建立相对有效性的范围，该范
围能证实生物相似性和可互换性。如果临床前和Ⅰ期临
床试验已经证明生物相似性，就没有必要重复整个原始
临床试验。
简化生物仿制药开发方案的关键原则是：与开发最新
的生物实体不同，原创药的构效关系，作用机制，在特定
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已经获得的。此外，物理化学
和生物方法已进一步改善，比如 MS/MS，化学发光和表
面等离子体共振可用于测定治疗性蛋白、产品的结构或功
效的差异，氢 / 氘交换核磁共振可动态监测蛋白质三维结
构。
另一个观点是“数据的完整性”。即，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特征，加上非临床和临床药理数据，已经为生物相似
性的确证打下基础。平衡这些数据的价值和相关性来应对
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对照药的选择
目前在欧洲，相对于欧洲经济体已获批准的对照药，
生物仿制药需要证明主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美国也
必须相对于本国的对照药进行治疗等效性试验，将导致大
量重复的Ⅲ期临床试验，亦可引起对伦理的关注。

因此，综合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检测，加上相关的
PK/PD 评估，来对比候选生物仿制药和非源于美国的对照
药，一般认为是最严格的方法。

对于具有明确药效的原创药，PD 标记物可以代替临
床终点，例如胰岛素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当利用 PD 终点替代临床终点，需要有剂量灵敏性，并且
与治疗作用相关。
替代的临床终点在开发生物仿制药上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肿瘤患者的整体生存率被认为是金标准，但这往往
不是非劣效试验的实际终点。此外，由于新的二线药物推
动疾病治疗，生存率的论证变得具有挑战性。因此，一个
更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个响应参数作为主要的终点，
“无
进展生存期”也许是下一个最好的终点，如果可能，可采
用整体生存率作为次要终点。对此已经有监管先例，例如
阿霉素脂质体和阿霉素的批准。

治疗试验中的等效性界限和非劣效性界限
FDA 在关于非劣效试验的指导草案中指出“在 NI 试
验中，试验药物和阳性对照药药理作用普遍相似。（如果
试验药物没有药理相似性，附加的研究将会更有说服力和
实用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相似性的预期可能使其接受一
个单独试验，或在非劣效性界限的选择上会降低保守性。”
显然，在生物仿制药中，不仅药理原理，分子结构也
需要高度相似。甚至与受体的结合情况、生物学特性、PK
和 PD 属性，也需要证明其等效性。其中，过敏性不能通
过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单剂量临床试验所预期，而需要在
敏感人群中进行评价。对生物仿制药来说，需评估全部的
数据来判断治疗等效性，验证临床试验仅仅是确证生物相
似性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只要一些效应超过安慰剂，并
且过敏性可直接检定，且没有证据显示有不同的过敏，那
么接受一个低保守性的治疗等效界限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报道

如果不能证明是否源于美国的对照药在生产工艺和市
售规格方面相同，就应当比较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来证
明其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非源于美国的对照药，
Ⅲ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是可以被接受的。通常情况
下，体内药代动力学（PK）和药效学（PD）等效性数据
足够确定美国内外对照药的可比性。当然，不同来源对照
药的差异，还可以通过更加灵敏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检测
并结合人体 PK/PD 对比研究来测定。

主要终点

非劣效性和等效性设计
在是否需要进行非劣效性或等效性试验来证明生物相
似性问题上，当某产品的一个蛋白产生直接的药理学作用，
并且剂量和疗效之间密切相关时，例如胰岛素、G-CSF 等，
“超活性”已成为安全问题，等效性试验也就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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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单克隆抗体产品中，炎症性疾病或肿瘤的临床
效果一般是通过有效患者比例来评价的，并不是通过生理学
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响应者比例的增加，超过了选定
的等效性界限的上限，似乎更适合开展一个非劣效性试验。
在任何情况下，要证明生物仿制药的优势，需要大量研究来
支持其非劣效性。如果存在更好的疗效，就需要对其阐释。

可互换性
美国卫生保健法在建立美国生物仿制药法律框架时
提及：原创药和生物仿制产品间的可互换性。依据全新的
美国法律，具体来说，一个产品能满足下面 3 条标准，就
可以被批准为可互换药物。①与对照药有明确的相似性；
②生物仿制药在患者身上可以产生与对照药相同的临床疗
效；③生物仿制药和对照药在轮换使用或被替换后不会增
加安全风险或降低疗效。
在某些情况下，用以证明生物相似的数据可能也足以
证明其可互换性。这需要了解可互换性的含义：一方面，
在病人保持使用同一品牌的生物仿制药后，可替换药物可
以解释为初始替代药物，另一方面，只要存有该药品，不
论是哪个品牌，都可以互相替换使用。
一般在治疗初期，生物仿制药应证实是否可以替代。
虽然小分子药物大量转换应用，然而蛋白质疗法却更加复
杂。尤其，对照药和生物仿制药在结构和杂质方面的差异，
可能影响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致敏性，随意转换使用
会增加病人的治疗风险，也很难将不良反应的原因找出来。
因此，变更药物需要提供更加详细的评估。
在一个狭窄区间内控制生理机能是很重要的，例如，
用胰岛素控制血糖。这样，变更药品时，治疗效果仍在可接
受的范围内。一般认为在 80%-125% 的 PK/PD 界限内具有
生物相似性。确定等效性的界限，不仅要考虑临床因素，也
需要了解对照药的蛋白含量和生物效价的变异情况，以及其
规格和性能随时间的变动。例如单克隆类的许多产品有较宽
的治疗窗，严格的界限将没那么重要。再者，如果药效高变
化，药代动力学测量范围广，伴随的特定蛋白有大的变异性，
严格的界限也会失去其实用价值及存在意义。

被认为是基础。
该方案也有局限性，如果设置一个相对宽的非劣效性
界限，只有出现很大安全问题和疗效显著降低才能被观察
到。如果设定严格的界限就需要采用很大的试验，往往使
交换性得不到体现，还会出现伦理问题。有时，即使风险
和疗效的细微改变也是不可接受的，例如，诱导自身免疫
存在危险，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些产品，可互换性的标准
应当保持高水平。
为解决局限性，可以建立一个已批准生物仿制药的安
全数据库，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来支持将要批准的可互换生
物仿制药的安全性。这种方案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但是
至少让我们对生物仿制药的安全性更有信心。

命名
可替换性和系统命名法之间存在着联系。一方面期
望一个可替代的生物仿制药与对照药应该拥有相同的活性
成分，因此，应该给予相同的美国采用的名称（United
States Adopted Name，USAN），同时，不可替代的生
物仿制药也有可能拥有一种新的活性成分，可能需要用一
种新的 USAN 来区别。
首先，对于有关联的非生物仿制药，在一定程度上给
与其相同的 USAN。例如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第二，如果
一个不可替代的生物仿制药随后被给予了可替代性，尽管
产品本身并没有改变，USAN 可能就需要改变。第三，给
与两个非常相似的产品以不同的 USAN 会带来一定的风
险：即可能误导临床医师将两个产品误认为是具有不同性
质的两种药物，而导致患者无法容忍由一种药物换为另一
种药物。
为每个生物仿制药发布不同的 USAN 可能不是一个
理想的解决方式，商标可能是用于区分的最好方法。反应
出产品的可互换特性以及具体哪一生物仿制药是可互换
的，可能的方法是：给予可替换产品以完全相同的 USAN
以及给予不可互换的产品以差别很小的 USAN。

结论
糖化蛋白在结构上比无糖基化蛋白更为复杂，需要更
全面的综合性临床试验来证明可互换性。糖基结构的差异
可以在药效方面起到深远的影响，如物理化学，PK，PD
和致敏性方面。杂质变化可能带来的差异，需要物理化学
数据来确定生物相似性和可替代性。

特别报道

过敏性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过敏风险来源于个体
差异、产品特点、服用方法等因素。不同的病人会对不同
的杂质作出反应，替换药物会使病人接触两种或更多的杂
质，因此，过敏性会因为替换药物而增加。在出具支持可
替换性的数据时，需要做一个过敏性的风险评估。根据风
险评估，需要设计一个能证明可互换性的临床试验。一个
标准的交叉试验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在第Ⅰ期的致
敏试验后，抗药物抗体便已在第Ⅱ期的试验中观察到，因
两种物质的高度相似性，这些抗体很有可能会相互影响。
试验时的伦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对照药和生物仿制药之间的随意转换，到底是增加
了过敏性，还是增加了副反应或者减小了疗效也是不确定
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一个 3 个组的平行对比试验，例如，
1 种抗肿瘤坏死因子产品，治疗 12 个月，对照药（组 1），
生物仿制药（组 2）和每 3 个月两个药物互换（组 3），
组 1 和组 3 的主要终点从过敏性角度考虑的话可能是非劣
效，或者是有效（取决于蛋白质），而生物仿制药组（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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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是最重要的，遵循上市后风险管理程序的临
床试验对于任何生物相似性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
何，物理化学、生物学、非临床和Ⅰ期临床已经提供了充
分的相似性证据，可以减少对一个全面临床计划的需求。
对于可互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更为广泛的研究。为了促
进发展和认可生物仿制药，塑造健康的竞争环境和提高患
者使用生物制剂的机会，一个切合实际的生物仿制药管理
方法是必要的。
（陶秀梅 翻译，王琰 审校）
Bruce Babbitt，PhD，is Principal
Consultant，PAREXEL Consulting.
Waltham，MA Readers can contact
him at Bruce.Babbitt@PAREXEL.com
Cecil Nick is Vice President，
PAREXEL Consulting，Uxbridge，UK.
Readers can contact him at
Cecil.Nick@PAREXEL.com
本文摘译于：药物信息协会 DIA《Global Forum》2011
年2月

单克隆抗体仿制药的黎明
在全球生物医药市场中，单克隆抗体（mAb，以下简
称单抗）已成为最大且增速最快的领域，全世界制药企业
的开发流程也紧随其后。第一个上市的单抗制剂专利即将
期满，在这个开放式竞争的领域中，可使更多患者从中获
益。然而，单抗仿制药上市可能仍面临问题。从欧盟的法
律角度来看，所有生物药都可以被开发出仿制药品，并且
欧州生物仿制药行业目前也正积极为这一新的领域而准备。
2009 年，欧州药品管理局（EMA）报道了 5 个公司开发
单抗生物仿制药的科学建议请求。2010 年 11 月，EMA 发
布了指导原则草案，为单抗生物仿制药申请奠定了基础。

糖基化、单抗如 IgG1（见图 1）实际没有其他药物那
么复杂，例如，促红细胞生成素。IgG1 单抗在重链上有 1
个 N- 糖基化位点，在另一面促红细胞生成素包含 3 个 N聚糖（每个包含 3 个和 4 个触角结构）和 1 个 O- 糖基化位点，
平均糖基化程度约为 40%。相比之下很简单，如采用单一
的 HPLC 分析 ，IgG1 的 N- 聚糖结构主要是双触角。然而，
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糖基化需要应用复杂的分析工具达到相
同的精确度。

自 2006 年，欧盟和其他地区引入指导原则和法规后，
一些生物仿制药产品已成功推出，包括生长激素、促红细胞
生成素、非格司亭。以科学为主导的监管标准保证了生物仿
制药的审批，尽管复杂，与对照药物（原研产品）相比，它
们同样安全有效，并且实现了其临床预期效果。超过 4 年的
市场经验表明，制药行业可以生产出安全有效的生物仿制药
供患者使用。此外，促红细胞生成素产品表明复合糖基化类
也可以开发成生物仿制药。基于此，问题产生了：由于生物
制药的复杂性，在单抗这一特别的挑战领域中，如何及怎样
程度的生物仿制药优势，运用在单抗药物上？

单抗生物学功能显然更为复杂，一般更加多样且涉
及多个领域。每个单抗结合抗原互补决定区，除 Fc（融
合型自杀基因）外的部分可能触发像 ADCC（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抗 体 依 赖 的
细 胞 介 导 的 细 胞 毒 性 作 用 ） 和 CDC（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ty，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介
导 Fcy 感受器细胞毒作用。与 FcRn 受体结合，影响它的
清除率从而影响其药代动力学（PK）。此外，导致细胞凋
亡的机制也需要被考虑。单抗生物学功能比现有的生物仿
制药更多，因此需要更多的生物学分析。然而，大量的事
实证明，由于单抗研究和开发方面已获得的并持续增长的
巨大利润，可以应用生物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描述和理解这
些功能。EMA 的单抗仿制药指导原则草案认可并明确推
荐在体外研究测定这些功能。

单克隆抗体在哪方面比当前生物仿制药更复杂？

什么是制造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挑战？

单抗分子量大约在 150kDa，是目前蛋白质类仿制药
的 3~7 倍，他们也可以发生更微观的相关的异相变异，如
氨基酸修饰（脱酰胺作用，氧化），剪切或二硫键漂移（见
图 1）。当然，重要的是无论他们大小如何，这些变异都
是可分析鉴别的，因分子量较大，其他情况不会增加复杂
性，例如聚合、N 或 C 末端变异可通过大小、电荷、疏水
性 / 极性结合正交分析方法分离变体，可通过肽普和质谱
进一步定性。尽管单抗分子量较大，氨基酸相关的变异通
常可采用现有的生物仿制药分析工具（如采用正交肽普法，
联合酶法和质谱法）在同一层次进行定性分析，单抗的氨
基酸序列完全可获得。因为分子量太大可能会延长分析时
间，例如，评估肽普的质谱数据时；但是他并不会影响单
抗在现有生物仿制药同一层次的分析。

制造业的挑战与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密不可分，开发
制造过程需要优化每一个步骤，以提供类似的分子。这需
要确定一个明确前期目标，通过对对照品的综合分析，反
复优化合成步骤。在这里，质量相关的属性通过多元试验
设计的大量工艺参数（见图 2）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当
然，大量的工艺参数和质量属性对研究设计提出了挑战。
然而，系统的风险评估有利于区分和确定那些真正相关的
参数和属性，从而保证研究在一个可管理的水平。不是所
有质量属性都需要被体现在每一个工艺流程。例如，糖基
化需要进行监测和精细调整细胞系的生长，而已有经验可
证明，某些蛋白纯化步骤不会影响糖基化，因此，不需要
考虑这些步骤。事实上，这些研究所有的工具，不是生物
仿制药开发所特有的。就如 ICH 指导原则中 ICH Q8、Q9
和 Q10 里所描述的“质量源于设计”的概念，他们同样
是提高开发的要素，已广泛应用于现有的普通仿制药领域。

当前生物仿制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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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分子结构时，我们发现了需要克服的不同内容。
例如，复制并确认为相同的主序列很简单。糖基化虽然非常
简单和容易鉴别（至少主要的 IgG1 类型是这样的），但更大
的挑战是细微的差别可诱导生物学功能的显著改变。糖基化
的基本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由细胞株决定，因此，需要精心挑选。
一方面，细胞生长条件，包括培养基构成可能产生强大的影
响，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开发一个新的单抗的制造过程，
这些开发步骤不要很高水平反复优化，作为原创者的研发目
标可以更为广泛。另一方面，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生
物仿制药开发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为更深入了解制造过程提供
了机会，这有助于提高制造过程的控制。总之，开发单抗生
物仿制药生产过程的方法和工具都是成熟的，在公共领域容
易获得。在开发初期，一个靶向定位的生物仿制药的开发需
要更多的时间，如细胞株的优化、工艺开发和纯化过程。然而，
为此增加的努力仍然对行业具有吸引力，因为他可以缩短非
临床和临床开发计划，并且对照药品可能会外推适应证。

EMA 单克隆抗体仿制药指导原则
EMA 最近发布了其对单抗生物仿制药的指导原则草案
征求意见稿。在制定阶段，该机构在 2009 年 7 月举办了一
场研讨会，收集了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当前形势下对单抗生物
仿制药的开发和上市共同的意见。临床开发提出了争议性讨
论，目前的治疗原则草案集中于非临床和临床，并就如何设
计这部分的研发提供指导。与对照药品相同，它遵循疗效和
安全性与对照药品相似的原则，而不是病人自身的获益，开
发者应根据测定的差异进行敏感性研究。这可能包括使用早
期临床研究终点与那些使用对照药品进行比较。总之，通过
健全的科学理论，指导原则草案介绍了一个临床开发可行方

案，代表这一具有挑战性领域的重大突破。并且进一步概括
了单抗仿制药在质量方面的特性，将在未来的一般生物仿制
药指导原则质量方针修订实施。在这方面，由发明者改变生
产工艺，可以提议使质量属性改变而没有改变其临床特性。

结论
总结现状，迄今为止围绕如何实现单抗生物仿制药的
脉络正在清晰起来。当然第一个单抗生物仿制药上市还有待
观察。然而，尽管单克隆抗体错综复杂，并且生物学功能的
多样性，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工具描述和开发这些产品。另外，
EMA 指导原则草案在科学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广泛接受的
监管方案。我们还可以学习现有的超过 4 年的仿制药经验，
他们已经证明非常复杂的蛋白质类生物仿制药可以被成功的
研发、生产和商品化。总之，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利润是巨大的，
作为主要单抗的专利将在未来 4 至 6 年届满，我们可以预期，
第一个单抗生物仿制药将在不久进入市场。
（陶秀梅 翻译，梁蓓蓓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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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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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批准儿童罕见血液病治疗药物 Soliris
2011 年 9 月 23 日，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管 理 局（FDA）
批 准 艾 库 组 单 抗（eculizumab） 商 品 名 Soliris， 治 疗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atypical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aHUS）患者，aHUS 是一种能导致肾衰竭
的罕见慢性血液病，可以增加死亡和中风的风险。

回顾性研究证实了 Soliris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这些研究
中，Soliris 治疗组的患者肾功能出现明显好转，包括经血
液透析无效的严重 aHUS 患者。Soliris 治疗组的患者还表
现出在血小板数量以及其他与 aHUS 活动相关的血液指标
的改善。

非典型 HUS 在全部溶血性尿毒症患者中的比例为 5%
至 10％。该疾病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

在 Soliris 治疗的 aHUS 患者中，最常见的副作用包
括高血压（高血压病）、腹泻、头痛、贫血、呕吐、恶心、
上呼吸道和尿道感染以及白细胞降低（白细胞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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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靶 向 疗 法，Soliris 通 过 抑 制 引 发 aHUS 的 蛋
白 质 发 挥 作 用。FDA 于 2007 年 3 月 首 次 批 准 Soliris
治 疗 阵 发 性 夜 间 血 红 蛋 白 尿（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PNH)，该病是一种可致残和早亡的罕见
血液病。Soliris 被 FDA 认定为孤儿药。FDA 认定的孤儿
药通常是指能为罕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希望的药物。

Soliris 新适应证是在制药商对 FDA 已批准的风险评估
与降低计划（REMS）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获批的，目的为
提醒专业医护人员和患者知晓有关致命的脑膜炎双球菌感
染的风险。Soliris 的使用将继续被限制，开具处方必须经
过登记，且医护人员要对患者使用的药物提供用药指导。

FDA 尚未批准其他 aHUS 疗法，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标
准疗法（current standard treatment）（血浆置换或新鲜冷
冻血浆输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未经有良好对照的试验证明。

Soliris 在 FDA 优先审评程序下被审评，该程序对在
治疗上有优势且目前无充分的治疗方法存在的药物提供六
个月加速审评。

FDA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血液肿瘤科产品办公室主
任、医学博士 Richard Pazdur 说：“Soliris 是首个获批
用于治疗这类致命性疾病的药物，且首次批准用于儿童。
此批准的意义强调如何通过对疾病的生物认知和药物对疾
病的干预作用的加深了解，加快药物研发”。

Soliris 也在 FDA 加速审评程序下获批，该程序允许
FDA 依据可以合理预测患者临床收益的或除存活率及不可
逆发病率以外的替代指标的有效性，提前批准对患者有希
望的新药，但需随后进一步研究来证实药物的临床收益。
Soliris 由康涅狄格州柴郡市的亚力兄制药公司上市。

两项纳入 37 名患 aHUS 疾病的成人和青少年患者的单
臂试验，以及一项纳入 19 名儿童患者和 11 名成人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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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江萍 翻译，梁蓓蓓 审校）

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的批签发多阶段抽样程序
实施抽样检查是为了保证生物产品在签发到市场之
前的质量。然而，在对于批签发的样品监管现存程序中
关注的是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在某
种情况下则需要更大的样品量。有时，样本量太大而实
际不能实施。本文阐明了用于美国国家标准的抽样程序，
还提出了在特定水平下的多阶段抽样程序，这个程序且
可以控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风险。同时举例说明这
个程序的用处，探讨批签发以及不同抽样程序的应用。
实施抽样检查是为了保证生物产品在签发市场之前
的质量。然而，在对于批签发的抽样监管现存程序中关
注的是生产者的风险，没有特别地考虑到消费者的风险。
生产者的风险在于有拒绝“合格”批次的可能，而消费
者的风险是有签发“不合格”批次的可能。一般而言，
生产者的主要兴趣在于通过降低生产者的风险来保证合
格批次被接受，而消费者则想通过降低消费者的风险来
合理地确保拒绝不合格批次。因此，在抽样程序中，消
费者的风险不容忽视。当考虑到双方风险时，在某种情
况下，则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有时，样本量太大而使得
在实际中不能实施。
多阶段抽样程序的优势是可在早期，经由一个较小
的样本量就有可能做出决定。如果某些批次会有很低的
或很高的次品率，那么，这些批次就会在相对小样本量
的情况下就可以迅速地被筛选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批签发程序的平均样本量将会大大地减少。在军
用标准和美国国家标准中都有多阶段抽样程序。然而，
这些程序都不是同时根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推
导出来的。因此，如果在控制某种特定的水平条件下，
又同时考虑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这些标准可
能就不适用了。在本文中，我们在同时控制生产者和消
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建立了多阶段抽样程序。在二项式
和超几何分布运算的假设下，以 3 阶段样本程序为例说
明了此方法的应用。提出并讨论了例子中的操作特征曲
线和平均样本量。
进行抽样检查是来确保生物产品的质量。批签发应用
程序通常的原理是，只要批次品率小于或者接近接受质量
限 (AQL) 就认为是合格的；首先假定是合格的，直至观察
到的次品率显著性的偏离 AQL。这种原理与典型临床试验
规范的原理有很大不同，后者是假定不合格，直到证明其
为合格。
“合格批次”原理适用于很多其它产品的签发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然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消费者想要的抽样方案应该是在很低概率的情况下接受高
次品率的批以便控制消费者的风险。

在本文中，我们建议用（di+1+1）作为 i 阶段的拒绝限，
该建议有两个合理的特点：（a）当移到 i+1 阶段时，仍
有可能接受该批次，（b）当在 i 阶段该批已被拒绝，如
果硬是移到 i+1 阶段该批次也是没有机会被接受。例如，
如果在 i 阶段 xi=di+1+1，此时给定的用于那个阶段拒绝
限大于（di+1+1），检验可以移动至 i+1 阶段，但是因为
那个阶段的接受限为 d i+1，在 i+1 阶段能就没有机会接
受这个批次了。另一方面，如果在 i 阶段 xi=di+1，所给
定的拒绝限小于（d i+1+1），尽管其可以进入 i+1 阶段时
仍有机会被接受，该批次已经在 i 阶段被拒绝了。
我们也提出了两种选择 {ni；di} 的方法。本文举例说
明了多阶段抽样程序中 {ni； di} 的一般选择过程。如二项
式分布运算实例，如果相信真实的次品率，π 值可能会
很低或极高，{ni： 100，300，400; di： 0，7，12} 应该
用于降低平均样本量。否则，应该考虑使用 {ni：142，
301，362； di： 0，7，11} 或采用其它 PSS 方法得出的
集合，后者在给定不同 π 值有最小平均样本量的集合。
对于超几何分布，在所有应用实际样本量方法 (PSS) 或者
最小总样本量方法 (MTSS) 方法的可能集合中的平均样本
含量是相似的。因此，使用 { ni： 35，50，60；di： 0，1，2}
可能更可取。除了每阶段的样本量选用的是实际的数值
外，PSS 与 MTSS 两种方法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增量是
1，这两种方法就是相同的。三阶段 {ni：di} 选择的 SAS
代码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到 boguang.zhen@fda.hhs.
gov 获取。
在理论上，应该应用超几何分布建立抽样程序，因
为样本是从一个无重复的有限母体中得到的。然而如果
母体量远高于样本量，抽样程序的二项式分布假设才可
以近似地成立。当批次有多于 10 000 个样本单位时，在
AQL， 不能接受的次品限 (UDL)，α 和 β 水平同前面
应用二项式分布运算所使用的例子类似的条件下，那么
依据二项式分布运算推导的多阶段抽样程序会与依据超
几何分布推导的极其类似。
是否需要应用多阶段抽样程序需要考虑实际上的可行
性。和临床试验不一样，病人的回应不是瞬间的，而是可
能需要数周或者数月进行观察，而批签发的检测结果可以
快速得到。如果多阶段批签发的时间不是明显多于单阶段
的，且检测过程相对昂贵，那多阶段抽样程序会是个不错
的选择。对于使用几种阶段，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增加
一个阶段将增加额外的时间，总体样本量，和平均样本量
（给定一系列可能是真实值的次品率）。然而，在实践中，
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多于三阶段的抽样程序可能是没有必
要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美国国家标准或其他方案可
能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如果 UDL 接近 AQL，批签
发的次品概率将非常高。然而，如果 AQL 与 UDL 相差很远，
例如，如果 AQL 设为 1.5%、UDL 设为 10%，β 水平为 0.05
时，使用美国国家标准来批签发时消费者的利益还是可以
得当保护的。

研发技术

因此，应该建立一种不仅能控制生产者的风险也能
兼顾消费者的风险的批签发方案。理想的批签发程序应
该在样本量没有显著性增加的同时，将投放合格产品的
概率最大化，不合格产品的概率最小化，以确保降低风
险的同时给病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如果我们同
时考虑到制造商和消费者的风险，基于标准样本量计算
方法，就有可能需要增大样本量，有时候这也许是不切
实际的。为了处理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们介绍了一
种多阶段抽样程序的通式，同时控制制造商和消费者的
利益，它适用于 k 阶段下任何形式的潜在离散分布。这
种程序与序贯概率比检验不同，后者是一种开放的程序
（没有固定的最大样本量），可以在每个阶段控制制造

商和消费者的风险。它也与适用于癌症 2 期单臂试验的
多级设计不同，因其仅是为二项分布所建立的。此外，
如果在 k 阶段想用批签发程序在某些特定的水平下去控
制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就不能直接应用这些程序了。

总之，在选择抽样方案时，最重要的是理解批签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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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它们的统计特征。应用统计知识会在选择和建立批
签发方案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应该考虑到制造商和消费
者的双方的利益。当控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时，使用
多阶段抽样程序有时可以大大减少平均样本量。
（冯茹 陈文静 翻译 原作者审校）
Boguang Zhen，PhD
Statistical Team Leader，
Division of Biostatistics，
OBE/CBER/FDA，
Rockville，Maryland
Tie-Hua Ng，PhD
Statistical Team Leader，
Division of Biostatistics，
OBE/CBER/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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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 格式申报——要求与实践培训班报道
2012 年 3 月 14-16 日 于 北 京， DIA 关 于 药 品 申 报
CTD 格式的培训班，即 CTD 格式申报——要求与实践培
训班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DIA 荣 幸 地 邀 请 到 欧 盟 奥 地 利 药 品 局 Christa
Wirthumer-Hoche 博士，CMC 专家 Fritz Erni 博士，以
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黄晓龙副部长为
本培训班授课专家。参加本次培训班共有 60 多人，来自
制药企业，研发单位及监管部门。

士则重点讲解了 CTD 模板 3 关于质量方面的内容。作为
ICH Q8 药学开发及 Q8/Q9/Q10 工作组成员，Fritz Erni
博士清晰讲解了 Q8 及 Q9 指南与注册申报模板要求的相
互作用。课堂上就风险管理，药品稳定性试验，质量标准
等进行了分组讨论。

本培训班的办班初衷是基于中国已正式参照采纳 ICH
制定的药品申报 CTD 格式有关内容， SFDA 2010 年 387
号文发出的相关通知，并考虑到中国制药企业的全球化参
与，希望通过对 ICH 和 CTD 格式介绍及具体实施的交流
讨论，进一步了解 CTD 格式的应用。

黄晓龙副部长就中国出台 CTD 的背景，CTD 对药品
研发与审评的影响，面临的挑战——做了介绍，并做了总
结。通过对中国的格式总体结构的讲解，以及与国外 CTD
框架的对比，使参加培训人员对如何执行国内药品申报参
照 CTD 格式的规定更加明确，认识到 CTD 格式实质上包
含的是研发理念的转变，研发能力的提升。正如黄副部长
所总结的：“CTD 格式的申报资料充分体现了药品研发的
系统性与内在规律，对指导研发、注册申报，提高审评的
质量与效率均有重要意义。”

课程设计主要针对 CTD，eCTD 重点在模板 1 和模板
3 的阐述。 Christa Wirthumer-Hoche 博士与参加培训
人员分享了她作为欧盟资深药品审批管理官员对 CTD 和
eCTD 的理解，包括现行实施状况及对今后的展望，对模
板中的具体技术要求给予了详尽的说明。她的授课给培训
班参加者提供了有关欧盟注册的权威性信息。Fritz Erni 博

本培训班的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努力突出实用性和指
导性。 值得一提的是由 Wirthumer - Hoche 博士和 Erni
博士两人模拟的药品监管者和药品申报人之间的科学咨询
对话， 口头听证会答辩，其生动地演示了药品申报和药品
审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进展过程。在组织者，授课专
家及参加培训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培训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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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调节的新靶点—microRNA 的研究进展与应用前景
近年来临床科研工作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将是未来疾病研究的主要模式，转
化医学就是随之而被提出的崭新概念。心律失常是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的综合性疾病，也是众多心血管疾病殊途
同归的表现，它不但加重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糖尿病心肌病等原有心脏疾病，甚至导致心源性猝死的
发生。目前对心律失常的治疗仍以药物为主，但心律失
常的药物治疗在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相对滞后，20 多
年来，除了心律失常抑制试验 (CAST) 公布调整了药物
治疗方式外，并无其他突破。即使有几个新的药物 ( 如
ibutide、dofetilide、azimilide 等 ) 问世，也没有改变
药物治疗作用有限的现状。因此，积极寻找新的预防和
治疗心律失常的靶点，并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真正应用于
临床已成当务之急。

种内在的 miRNA 环境中，这个环境控制着成千上万编
码基因 mRNA 水平，使得各种蛋白表达处在一个适合的
水平。一个 miRNA 可调控多个靶基因，而一个靶基因
又同时受多个 miRNA 调节，两者交叉存在使调控机制
相对复杂，如此某一个疾病或病理生理状态可能有多个
miRNA 共同参与。目前，相关数据库已公布 8 600 个成
熟的 miRNA，人类基因组中已确认的 miRNA 有 851 个，
可能调控 1/3 人类基因和相应的信号通路。功能学研究表
明，miRNA 参与调节包括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肿
瘤发生等许多病理生理过程，miRNA 的缺失或异常可能
与疾病密切相关。已证实 miRNA 与很多疾病，包括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有关。
因此，了解 miRNA 的功能对于了解生命的本质和疾病
发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转化医学的概况和心律失常的治疗现状与评价

3 miRNA 在心律失常中的作用及其在转化医学中的
应用

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或称转化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近几年来国际医学领域出
现的新概念，是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革命的产物，多
被解释为“From the bench to the bedside”，即从实
验室到临床。这是一双向过程，并需要反复验证，即从
实验室到临床，再从临床回到实验室，以此良性循环。
转化医学的核心就是在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者和了解患
者需求的医生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尤为关注如何将基
础生物医学研究向最有效和最合适的疾病诊断、治疗和
预防模式转化这一过程。
心律失常的发生通常是由心脏电活动的异常造成的，
包括传导组织异常和复极化异常。心脏的电活动是由离
子通道和膜蛋白控制的。例如，钠通道起始兴奋，缝隙
连接蛋白 43 (connexin 43，Cx43) 传导兴奋，钙通道产
生兴奋收缩偶联，钾通道控制膜电位和膜的复极化程度。
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异常，都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目
前现有的 4 大类抗心律失常药物的疗效并不十分理想，
总有效率只有 30% ～ 60%。近年来由于射频消融术和
植入型自动复律除颤器 (ICD) 广泛用于临床，在心律失
常治疗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但多数快速心律失常急性
发作时仍需用药物终止发作，或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安放
ICD 或进行射频消融的心律失常患者，仍需用药物减轻
症状和改善生活质量。因此，临床对心律失常的治疗仍
未有所突破，人们对心律失常作用机制的认识仍有限，
揭示心律失常发生的深层机制、寻找新的作用靶点是抗
心律失常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2 miRNA 概述
microRNA (miRNA) 是 新 发 现 的 基 因 表 达 调 控 因
子，由长约 21 ～ 25 核苷酸的单链 RNA 分子构成，是
非编码小 RNA，广泛存在于从植物、线虫到人类的细胞
中。它可以通过与特定 mRNA 的 3' 非翻译区 (3' UTR)
相结合、抑制 mRNA 编码蛋白质的翻译过程来调控基因
表达。多种 miRNA 在同一细胞的表达使得细胞处在一

3.2 拟 miRNA 技术
常用的一种技术为拟 miRNA 技术，即合成一段同
目的 miRNA 序列完全相同的 RNA 序列，通常为双链，
起 到 同 目 的 miRNA 相 同 的 作 用。 对 于 miRNA 功 能 缺
陷的疾病可以采用此技术进行外源性补充。例如，肥厚
性心律失常的机制之一是由于 miR-1、miR-133 表达降
低，同时伴有 HCN2、HCN4 蛋白水平的显著升高，影
响心肌自律性，导致异位兴奋性增高，增加心律失常风
险。HCN 称为超极化激活的环核苷酸门控阳离子通道，
介导起搏电流 (If)。HCN2 主要分布于心房和心室肌，
HCN4 主要分布于窦房结。外源给予 miR-1、miR-133
可抑制肥大心肌细胞 HCN2、HCN4 蛋白表达的异常增
高、逆转心肌肥厚从而防止心律失常的发生。最近，在
尼古丁诱导的犬房颤模型中发现，miR-133 和 miR-590
的表达下调及其靶基因 TGF-β1 和 TGF-βRII 上调导致
房 颤 的 发 生。 同 理， 外 源 给 予 miR-133 和 miR-590 可
以 降 低 靶 蛋 白 TGF-β1 和 TGF-βRII 的 表 达 和 胶 原 蛋
白含量，有可能成为治疗房颤的新方法。有趣的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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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概念的提出为心律失常治疗靶点的研发增添
了信心，并为基础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于临床提供了有效途
径。转化医学的目的是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医
学之间的屏障，构建直接联系。通过多学科交叉，把实验
室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实践，从而为新药开发和
新治疗方法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

3.1 miRNA 在心律失常中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miRNA 在心血管系统中的关键调控作用不
断得以阐明，它们通过调节多种心血管系统重要蛋白的表
达参与心脏发育和心脏的病变过程，如心肌肥厚、心力衰
竭、心肌病、血管生成以及心律失常等。尤其 miRNA 在
心律失常中的调节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一系列的研究证实 miRNA 参与调控多种心脏电活动相关
蛋 白 的 表 达， 例 如 HCN2、HCN4、GJA1、KCNJ2、
KCNH2、KCNQ1、KCNE1 和 ERK 等，miRNAs 失
衡引起这些离子通道的功能失调可能是心肌肥厚、心力
衰竭和心肌缺血时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基础，是潜在的心
律失常作用靶点。动物实验证明，miRNA-1 (miR-1) 和
miRNA-133 (miR-133) 在心肌组织表达量最为丰富，与
各种心律失常关系密切。miRNA 在心律失常发病过程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提示可为先天性和获得性心律失常的治
疗带来机会。miRNA 作为治疗靶点，不同于经典的治疗
方法 ( 以一种受体或酶作为特异靶点 )。miRNA 通过调
节靶基因 mRNA 的稳定性或抑制翻译过程而发挥作用。
由于 miRNA 序列、结构、表达量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使得 miRNA 对靶 mRNA 的作用强度不同，可以成为靶
mRNA 的调节因子。在靶器官中稳定相应 miRNA 的表达
水平可能成为疾病治疗的一个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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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特异性 miR-208a 被认为参与心脏传导异常和房颤的
发生，miR-208a 转基因鼠表现为 Iº 房室传导阻滞，而
miR-208a 基 因 敲 除 鼠 却 诱 发 房 颤， 证 明 维 持 miRNA
水平生理平衡的重要性。由于一个 miRNA 能调节多个
靶 蛋 白 的 mRNAs，miRNA 的 抑 制 效 应 是 非 特 异 的，
给予外源性的 miRNA 很可能造成脱靶效应 (off-target
effect)。针对这一特点，人工合成基因特异性的 miRNA
拟似物 (gene-specific miRNA mimics) 来更好地调节
目的 mRNA。通常有功能的 miRNA 在它的 5’- 端含有
与靶 mRNA 完全互补的 7 ～ 8 个核苷酸，即种子序列，
而其他碱基与靶 mRNA 部分互补。这段拟似物除了 5’端种子序列与靶 mRNA 完全互补外，3’- 端仍有 7 个
核苷酸与靶 mRNA 连续互补，从而增加了 miRNA 与靶
mRNA 结合的效率和特异性，更有利于增强 miRNA 的
生物效应。这一技术已成功用于心脏起搏基因 HCN2 和
HCN4 的调节，这些拟似物明显抑制了 HCN 通道蛋白的
表达，减慢心脏起搏活动和心率；同时，也表明 HCN 通
道蛋白是这些 miRNA 发挥作用的主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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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抗 miRNA 技术
另一个常用技术称为抗 miRNA 反义核苷酸抑制剂
(anti-miRNA antisense inhibitor，AMO) 技 术。AMO
是 miRNA 的反义单链寡核苷酸，能特异性地与相应的
miRNA 结合而抑制其发挥作用，且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和
较长的半衰期。AMO 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基因治
疗。由 miRNA 过表达诱发的疾病可用此技术进行干预，
通过抑制相应的 miRNA 而起到纠正疾病的作用。研究发
现 miR-1 是导致缺血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关键因子，在缺
血后心肌表达显著增高 ( 在冠心病患者增高 2.8 倍，在实
验性缺血大鼠增高 2.6 倍 )。进一步研究发现，miR-1 是
通过与靶基因 GJA1 ( 编码缝隙连接蛋白 43，Cx43) 和
KCNJ2 ( 编 码 Kir2.1， 介 导 IK1 电 流 ) mRNA 的 3’ 非
翻译区相结合而抑制其蛋白表达，从而破坏心肌细胞间电
传导和改变细胞膜电位，最终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有人
也证实了 miR-1 通过靶向作用于蛋白质磷酸酶 2A (PP2A)
的调节亚基 B56α，使肌浆网兰尼碱受体 (RyR2) 高度磷
酸化，致使 RyR2 对钙敏感性增加，肌浆网内钙向胞质大
量释放致使细胞内钙稳态失衡，从而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
因此 miR-1 有望成为调控心律失常的新靶点，应用在体转
染技术将 miR-1 特异性反义寡聚 ( 脱氧 ) 核苷酸 (AMO-1)
导入缺血心肌时，能逆转 miR-1 的抑制作用，增加 GJA1
和 KCNJ2 的表达，从而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快速激活
延迟整流钾电流 (IKr) 是人类心肌细胞动作电位Ⅲ期快速
复极的主要电流，它由延迟整流钾通道蛋白介导。ERG 基
因编 码延迟整流钾通道蛋白的 α 亚基。ERG 基因与遗传
性 LQT 综合征发病密切相关，ERG 基因突变是 LQT 的常
见原因。研究表明，在兔糖尿病性心脏病时，miRNA-133
在 心 肌 表 达 上 调， 在 转 录 后 水 平 抑 制 ERG 蛋 白 表 达。
miR-133 过表达也导致 IKr 电流 下降，导致心脏复极减慢，
QT 间期延长，这可能参与了糖尿病相关心律失常的发生。
由此可见，外源给 予 AMO-133 抑制 miR-133 过表达，
可增加 IKr 电流使心脏正常复极，有可能成为治疗 LQT
综合征的新靶点。针对脱靶效应这一问题，有人发明了
miRNA 隐蔽式反义核苷酸 (miRNA masking antisense
oligodeoxynucleotides，miR-Mask)， 提 供 了 基 因 特
异性的 miRNA 干预策略。miR-Mask 是与 miRNA 和靶
mRNA 结合位点完全互补的反义链，因此可与靶 mRNA
形成复合物，作为靶点保护者隐蔽了结合位点从而干扰
相应 miRNA 与靶 mRNA 的结合。有人在斑马鱼上验证
了此技术。AMO 作用是 miRNA 特异性的，还可能造成
miRNA 降解，干扰 miRNA 作用的所有靶蛋白表达 ; 而
miR-Mask 是基因特异性的，只与目标靶蛋白结合，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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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 miRNA 降解从而保留了 miRNA 对其他靶蛋白的功
能。
3.4 拟 miRNA 和抗 miRNA 技术的临床应用现状
拟 miRNA 和 抗 miRNA 技 术 是 在 miRNA 研 究 中
用于评价功能的两个重要技术。针对一个 miRNA 能调
节 多 个 mRNAs 而 一 个 mRNA 也 可 能 被 多 个 miRNAs
调 节 的 特 点， 为 了 获 得 最 佳 干 扰 效 果 需 要 同 时 靶 向 多
个 miRNAs。 有 人 提 出 一 种 新 的 策 略， 将 针 对 不 同
miRNA 为靶标的多个反义核苷酸整合到一条核苷酸片段
中——即多靶点抗 miRNA 反义核苷酸抑制剂 (multiple
target-miRNA antisense inhibitor，MT-AMO)， 这
个片段可同时对多个 miRNA 具有靶向性，即“一药多
靶”。例如 miR-21、155、17-5p 是 3 个促进肿瘤发生
的 miRNAs，把这 3 个 miRNAs 的反义核苷酸整合到一
条核苷酸片段中，构建了一个多靶抗 miRNAs 的反义链，
结果表明，这个多靶抗 miRNAs 反义核苷酸抑制剂 (MTAMO-miR-21/miR-155/miR-17-5p) 比 联 合 应 用 相 同
剂量的单个 miRNA 的反义核苷酸 ( 即 AMO-miR-21、
AMO-miR-155 和 AMO-miR-17-5p) 能够发挥更强的抗
肿瘤效应。同样证明了 MT-AMO-miR-1/miR-133 对靶
基 因 HCN2 的 共 同 调 控 作 用。MT-AMO 技 术 与 单 个 抗
miRNA 的反义核苷酸技术相比，优势在于一个分子可携
带多个 miRNA 的反义核苷酸，并可同时调节多个靶向
基因 mRNAs，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目前 miRNA 的临床应用遇到的瓶颈问题是给药途径
仍未解决。在实验研究中采用的局部多点注射方法是较
常用的一种在体给予 miRNA 及其抑制剂 AMO 的方法。
研究表明应用心脏局部多点注射技术将 AMO-1 导入缺血
心肌时，心律失常发生率明显降低。但局部注射有一定
缺陷，如临床应用困难、无法注射到全部心肌组织等。
现在广泛使用的 AMO 是对磷酸骨架、核糖和碱基进行了
化学修饰的 AMO 的衍生物，比较常用的是胆固醇连接
AMO (cholesterol conjugated AMO，antagomir)、 锁
核苷酸修饰 AMO [locked nucleic acid (LNA)-modified
oligonucleotides，LNA-antimiR] 以 及 沉 默 miRNA 的
DNA 酶 (antagomirzymes) 等。这些 AMO 衍生物在体
内可以防止核酶降解，脂溶性强，易于转运，可通过静脉
大剂量给药到达目的部位，抑制 miRNA 的表达，持续时
间可达一个月以上，显示出一定的临床应用前景。另外报
道颈静脉注射 miRNA 拮抗剂 antagomir-21 沉默心肌肥
厚小鼠心脏表达的 miR-21，同时减少了肥厚心肌的间质
纤维化；尾静脉注射 miRNA 拮抗剂 antagomir-29b 可沉
默小鼠心脏表达的 miR-29b，调节心脏胶原的合成 ; 给小
鼠静脉注射 LNA-antimiR 可沉默小鼠体内参与调节炎症
反应的 miR-155 的表达 ; 报道尾静脉注射 miRNA 拮抗剂
LNA-antimiR 同样可沉默小鼠肝脏表达的 miR-122，降
低血浆总胆固醇水平。以上结果提示，通过全身性给药反
义沉默 miRNA 是可行的，但其缺点是价格昂贵，有效剂
量过大，又有细胞毒、对靶序列亲合力较低、主要靶向肝
脏器官等弱点，所以临床应用仍受限制。
大量研究表明，在多种心脏疾病模型中，miRNA 表
达发生明显改变，表明 miRNA 可能成为诊断心脏疾病的
分子标记物，但缺点是检测样本的来源不像癌症诊断和治
疗时那么容易。有趣的是，研究发现 miRNA 可以稳定存
在于血液和血清中，血清中 miRNA 的检测已经在在癌症
和糖尿病分子诊断中发挥作用，这些发现增加了 miRNA
成为诊断心脏疾病的生物标记物的可能性。研究发现，
通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外周血的采集检测显示，治疗前
miR-1 的含量显著增高，并在治疗后 miR-1 恢复至正常水

平，表明 miR-1 可能成为潜在的预警缺血性心律失常发生
的生物标记物。miRNA 显示出作为一种新型诊断和预后
的生物标记物的潜能，如能研制出可用于恶性心律失常与
心源性猝死危险度评估的 miRNA 诊断试剂盒，将为转化
医学的实现贡献巨大的力量。

4 展望
未来医学科研中自主创新的主要方向应转向临床与
实验室的密切结合，基础研究必须回答或解决临床问题，
转化医学概念的提出为实现这一过程提供了有效途径。
miRNA 的发现为心律失常发生的分子机制提出了一个
新的观点，为研究心律失常和猝死相关的分子信号通路
研究迈出了令人兴奋的一步，为心律失常的治疗靶点打
开了新的窗口，将为开发新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提供切入
点，尤其为心源性猝死的预防和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借
助 miRNA mimics 和 antagomirs 技 术，miRNA 用

于治疗多种心血管疾病有望实现，临床应用前景乐观。
但是如何突破 miRNA 研究工作中方法和思路的瓶颈，
创造性地开发和建立起合适的体内药物递送体系和更有
效的给药途径，是揭开 miRNA 之谜的关键。只有掌握
了 miRNA 和靶 mRNA 表达调控机制，定向定量地导
入 miRNA 或 AMO，才有可能为心脏疾病的治疗提供
新的药物。可以预见，有效递送问题的解决最终必将使
miRNA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张 荣，董德利，杨宝峰 (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教
研室，黑龙江省生物医药重点实验室 -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 )

本文摘自《药学学报》

白血病治疗药达沙替尼或存在肺动脉高压风险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2011 年 10 月 11 日向
公众发布白血病治疗药达沙替尼安全性信息，白血病药
达沙替尼 (dasatinib)，商品名施达赛（Sprycel）。该药
存在发生罕见且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的风险，该病可致肺动脉内的血
压异常升高。相关风险信息已添加到达沙替尼药品说明
书的警告与注意事项部分（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section）。
达沙替尼最早于 2006 年 6 月在美国获批，制造商百
时 美 施 贵 宝 公 司（Bristol-Myers Squibb）。 自 获 批 以
来，从制造商百时美施贵宝全球药物警戒数据库中识别出
多例肺动脉高压病例。但尚无该疾病致死的报告。 在我国
2011 年该药已获准进口。
患者发生 PAH 后，导致由心脏泵血入肺的工作量增
大，久而久之，心肌超负荷工作导致衰弱，向肺部输送充
足血液的能力逐步减弱。PAH 的症状包括呼吸短促、疲乏、
身体肿胀（例如脚踝和腿部）。

专业医护人员应在患者开始达沙替尼治疗之前和治疗
期间，评估潜在心肺疾病迹象和症状的风险。一旦确诊是
PAH，应不再使用达沙替尼。
患者在服用达沙替尼期间，如出现 PAH 症状应及时
通知专业医护人员。

•
•
•
•

达沙替尼可增加发生罕见且严重的肺动脉内异常
高血压的风险。此疾病称 PAH。
PAH 的症状包括呼吸短促、疲乏、身体肿胀（例
如脚踝和腿部）。出现上述症状的患者应及时通
知专业医护人员。
需要与专业医生讨论有关达沙替尼的任何问题或
担忧。
使用达沙替尼出现副作用需通过 FDA 网站 “药
物 监 察 项 目（MedWatch program）” 向 FDA
报告。

FDA 提醒医护人员
•
•
•
•
•
•
•

•
•

达沙替尼可增加 PAH 的风险，且该病可出现在
治疗之后的任何时期，包括治疗一年以上。
专业医护人员应在患者开始达沙替尼治疗之前和
期间，评估潜在患心肺疾病的可能和症状。
在达沙替尼治疗期间被确诊为 PAH 的患者常常
同时服用其他药物或患有其他共存的病症。
PAH 的症状包括呼吸困难、疲乏、缺氧、体液滞留。
在开始侵入性治疗之前，应排除与达沙替尼相关
的呼吸困难的最常见病因，包括胸膜积液、肺水
肿、贫血、肺侵润。
因患者停用达沙替尼，PAH 可能会逆行好转，所
以专业医护人员应考虑中断达沙替尼治疗的诊断
方法，以观察患者的好转情况。
右心导管插入术通过正常肺毛细血管楔压 ( ＜ 15
mm Hg) 而不是通过肺动脉 (PA) 压 ( 平均 PA 压＞
25 mm Hg) 升高，证实诊断说明高血压是“前
毛细管”的结果，而不是左心衰竭或慢性肺病的
结果。
一旦确诊是 PAH，应永久停用达沙替尼。
发现患者使用达沙替尼出现副作用需通过 FDA 网
站 “药物监察项目（MedWatch program）”
向 FDA 报告。

药政快讯

制造商药物警戒数据库中收集的 12 名肺动脉高压
（PAH）病例经右心导管插入术获得证实，已收集到的病
例中，出现 PAH 的患者均是使用达沙替尼治疗后发生，
患者接受达沙替尼治疗后出现 PAH 的时间各异，包括一
年以上在内。在达沙替尼治疗期间被确诊为 PAH 的患者，
常常同时服用其他药物或患有其他相关的疾病。其他病症
也可引起与 PAH 相似的症状。因此，对具有症状的患者，
如果其它原因已被排除，可考虑确诊 PAH 与达沙替尼相关。
如果患者停用达沙替尼，PAH 可能会出现逆转，在部分病
例中，已显示停用达沙替尼之后观察到血液动力学和临床
参数有所改善。

FDA 提醒患者

( 刘玉聪 董江萍 翻译，王坚成 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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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DIA 中国年会 5 月上海召开
继在北京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年会之后，由药物信息
协会（DIA）、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
DIA 中国年会将于 5 月 20-23 日在上海举行。本届年会围
绕“中国与世界：合作与创新”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新
药研发、药监部门、临床基地、学术机构及生产厂家等政
府决策官员、知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莅临会议。
据大会主办方介绍，SFDA 领导将亲临会议致开幕
词，介绍我国药监的发展与挑战，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
明者何大一应邀出席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报告。来自美国
FDA、英国 MHRA、加拿大 HC、日本 PMDA、新加坡
HSA、欧盟 EMA 与欧洲理事会 EDQM 的全球监管机构
代表将汇聚一堂，与业内共同探讨监管法律法规、临床开
发与药物警戒、数据统计及管理、化学、生产及质量控制
等内容。
“十二五”规划中，将提高医药产业创新能力、促进
创新药发展提升到了首要位置。然而，目前中国的药品创
新在创新能力、创新人才、配套政策法规等方面依然充满
挑战。面对严峻的制药监管环境，在跨国制药企业在药物
创新方面不断进取、国内药企仿创能力越来越强的今天，
该如何正视中国药品创新能力与机遇？本次大会主席、美
国药典委员会中华区总经理胡江滨说：“药品创新是个常

说常新的话题。在全球同步开发和供应链体系一体化的大
环境下，中国制药企业和监管部门唯有意识到充分展开国
际合作的重要性、坚持创新，才能提升产业实力。这也是
DIA 设置此次主题的出发点。”
本次大会共设 11 个会场，分别为临床研究与运行、
法规事务、CMC 和 GMP 实践、统计、药物安全、CRO
的发展、疫苗与生物制品、高新技术园区创新等。会前设
有多个研讨班。其中，由 SFDA 药品注册司、美国商务部、
中美商贸联委会药品工作组联合组织的“原料药法规要求
与检查”会前研讨班，将介绍中美双方对造假原料药的监
管及执法监督和今后合作。平行会议中，SFDA 药品审评
中心专场会议无疑是最大亮点，官员将围绕“技术审评的
管理与决策”等话题进行研讨。
此外，大会邀请多家合作方组织协作性专题研讨，如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中国疫苗 WHO 预认证专场，
美国 FDA 同仁会的 FDA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实践等。专题
会议涵盖众多领域及学科。同时，大会还将增加区域性研
发、园区创业、CRO 合作与服务、原料药生产及检验、疫
苗及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转化医学等前瞻性议题。预计
有 1 000 人次参加此次会议。
《医药经济报》记者 毛冬蕾

国家（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孵化基地
与药物信息协会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2012 年 4 月 9 日，国家（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孵化基地与药物信息协会（DIA）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信息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刘捷副省
长出席签字仪式。

会讯快报

国 家（ 成 都）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创 新 孵 化 基 地 建 设 重
点 - 四川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自 2011 年启
动以来，初步整合省内外 50 多家各类资源单位，建立
近 400 余家生物医药企业的资源信息库，完成分析检测、
新药临床试验、投融资等技术对接服务 2 000 余项，服
务合同金额达 1 300 多万元，在研新药 74 个，其中一
类新药 3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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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 是 医 药 卫 生 领 域 的 一 个 涉 及 多 学 科、 非 盈 利
的 国 际 专 业 科 学 协 会。DIA 致 力 于 全 球 知 识 交 流、 促
进创新以求提高健康水平和福祉。DIA 在美国、瑞士、
日 本、 印 度 和 中 国 均 设 有 办 事 机 构。 其 全 球 会 员 从 事
药 品、 生 物 制 品 以 及 医 疗 器 械 的 研 发、 生 产、 临 床 研
究及监管。
当天，刘捷副省长在成都会见了 DIA 全球执行总监保
罗·帕马伦茨一行 6 人。双方围绕在人才交流、信息提供等
众多方面推动四川医药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药学会2012年国际交流学术活动
赴美青年临床药师培训项目及临床药师国际培训班
2012年7-12月

北京

上海

为了推动我国临床药学发展，提高临床药师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培养我国未来临床药学学科带头
人，从2011年开始，中国药学会公开选派优秀青年临床药师赴美进行培训学习，为6个月。
鉴于第一期赴美临床药师培训项目对临床药学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健康报》
和《中国医药报》已开始对赴美学员的培训情况进行跟踪报道，以专栏的形式分期报道学员在美培训的
见闻和学习体会，并将深入报道学员归国后的第一期赴美青年临床药师培训项目总结与研讨会。
中国药学会2012年将继续开展此培训项目，7月将在北京、上海面向全国关注赴美培训项目的药学人
士分别召开两场培训项目总结研讨会，同时接收第二期培训报名。考核专家组将于2012年11月前完成遴
选工作并公布最终培训人员名单，2013年1月，第二期学员赴美接受学习与培训。
学员最新培训心得和第二期项目开展计划请访问 http://weibo.com/u/2684460853
第四届亚洲阿登制药技术研讨会
2012年9月20-21日

成都

医学救援药学保障国际研讨会
2012年9月28-29日

重庆

第四届华夏药物经济学论坛
时间待定

北京

FIP第72届世界药学大会
2012年10月3-8日

荷兰·阿姆斯特丹

由国际药学联合会（FIP）主办、荷兰皇家药学会协办的2012年世界药学大会将于2012年10月3～8日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会期6天，同期将举办FIP百年纪念大会。会议主题：通过负责任的药品使用来改善健
康。为展示我国药学发展水平，发展同世界各国及地区药学相关团体及药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交往与合
作，中国药学会将组织国内药学工作者参加大会，同时鼓励和支持国内广大药学工作者积极提交论文摘要，
发表壁报，展示我国药学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
美国药学会生物技术年会
2012年5月21-23日

美国·圣迭戈

美国卫生系统药师协会年会
2012年12月2-6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欲了解更多会议信息, 请访问中国药学会网站http://www.cpa.org.cn

2012年中国药学会一类学术活动
2012年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药师周
2012年11月上旬

南京

中国药学会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2年4月

北京

第二届全国医药产业链低碳技术研讨会
2012年5月

北京

第十一届全国青年药学科技工作者最新科研成果交流会
2012年6月下旬

杭州

第九届全国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学术年会
2012年7月

台州

第三届中国医院药学论坛
2012年8月上旬

青海

第二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2012年9月20-21日

成都

全国生物制品学术研讨会
2012年10月
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应用研讨会
2012年10月

欲了解更多会议信息,请访问中国药学会网站http:// www.cpa.org.cn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