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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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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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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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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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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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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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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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