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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PPACA——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保护患者与廉价医疗

服务法案 

AofC——Affirmation of Compliance codes 符合性确定编码 

BCA——Biologics Control Act 生物制品管制法 

BLA——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 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BPCI Act——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生物制品价格竞争

和创新法 

BRT——Botanical Review Team 植物药审评小组（，简称） 

CBER——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

心 

CDER——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 

CDRH——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 医疗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 

CFSAN——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食品安全与营养中心 

CTD——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通用技术文档 

CFSAN——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

中心 

cGTP——Current Good Tissue Practice for Human Cell, Tissue,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 Establishments;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现行良好组织规

范 

CVM——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兽药药品中心 

DSHEA——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膳食补充剂健康教育

法案 

DMA——Divis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单克隆抗体分部 

DTP——Division of Therapeutic Proteins 治疗性蛋白质分部 

eBER——Electronic Blood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Product Listing system

电子血液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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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C Act——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法 

HCT/Ps——Human cells, tissue,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 人体细

胞，组织或以细胞组织为基础的产品 

HFM-48——Communication, Training, and Manufacturers Assistance 交流、培

训及生产商协助办公室 

HH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美国卫生和

福利部 

HRSA——The Health Resources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

局 

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机构审核委员会 

IND——Investigation New Drug 调研型新药 

NCTR——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国家毒理学研究中心 

NCVIA——The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 

NDA——New Drug Application 新药申请 

NDC——National Drug Code 国家药品编码 

OC——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行政办公厅 

OCTGT——Office of Cellular, Tissue and Gene Therapies 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

产品办公室 

ORA——Office of Regulatory Affairs 法令条例事务办公室 

PHS Act——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公共健康与服务法 

PDUFA——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处方药用户费用法 

SFDA——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SPA——Special Protocol Assessment 特别方案评估 

TPs——Therapeutic proteins 治疗用蛋白 

U.S.C.——United States Code 美国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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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科技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健康、食物、能源、生态和环境等重大

问题开辟了崭新路径，并且孕育和催生了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医疗、生物农业、

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领域的新的产业革命。生物医药产业是指在医药领域综合

利用生命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结合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组织工程学以及基因

工程等方法，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基因工程药物、诊断试剂、

抗体、疫苗、血液制品等，是未来医药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的战略重点。 

生物医药产业解决了过去用常规方法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特别昂贵的药

品的生产技术问题，开发出了一大批新的特效药物，如胰岛素、干扰素（IFN）等；

研制出了一些灵敏度高、性能专一、实用性强的临床诊断新设备，如体外诊断试

剂、免疫诊断试剂盒等，并找到了某些疑难病症的发病原理和医治的崭新方法；

研制成功直至大规模生产基因工程疫苗、菌苗为人类抵制传染病的侵袭，为确保

整个群体的优生优育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2010 年中国生物产业产值超过 1．5 万亿元，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生物农

业等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抗生素、疫苗、有机酸、氨基酸等多种生物产品

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由国家发改委主导起草的《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

已进入最后论证阶段，其基本框架已形成。该规划设定的目标是，截止到 2015

年，中国的生物产业规模将达到 4 到 5 万亿元。到 2020 年左右，达到 10 万亿

元。深圳的生物产业发展也十分迅猛，2010 年深圳生物产业销售收入超过 500 亿

元，同比增长 30%，超过了另外两大新兴产业互联网（24.2%）和新能源产业（29.3%）

的增速，产业规模位居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城市前列。根据《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

展规划（2009-2015 年）》，2012 年深圳的生物产业销售收入将达到 900亿元左右，

2015 年将达到 2000 亿元左右，成为我市高技术支柱产业。为振兴生物产业，深

圳对生物医疗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生物农业领域等采取了一系列重点扶持政策。 

虽然我国的生物产业保持了迅猛发展，然而另一组数据却不容乐观，2009 年，

我国生物医药进出口额为 8.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5%。其中，出口额为 8717.5

万美元，同比增长 53.16%；进口额为 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35%。这显示，虽



 

4 

然进出口均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发展后劲十足，但是，我国的生物医药国际贸

易逆差严重，生物医药出口额在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在生物医药国际贸易总额

中所占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以生物科技作为引擎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

中，我国缺乏竞争力，在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医药产业全球制高点的争夺中，

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位置十分险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我们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另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受到国外注册认证等技术壁垒的制约。要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是对深圳这

个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的城市来说，需要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医药政策法

规的研究，掌握国外生物医药市场准入的要求。因此，本项目是以我国医药产品

最大出口国——美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生物医药产品注册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

规则。在本报告中我们介绍了美国生物医药制品的监管机构、监管范围及监管机

制；对生物医药制品的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流程和具体步骤进行了说明；我们

还对 FDA 最为复杂的生物医药制品新药审批认证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比较，整

理出了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各个环节的技术法规标准、申请流程及 FDA 审核要求；

对于不同的生物医药制品，FDA 的审批认证的流程和要求并不相同，因此本报告

还对具体生物医药制品（血液及血液制品、疫苗、组织及组织产品、细胞及基因

治疗产品、抗体、治疗用蛋白类制品、过敏原制品、中药以及保健食品）注册审

批的特殊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说明；最后我们比较了中美生物医药制品市

场准入的差异，总结和分析了美国生物医药制品注册认证的壁垒及对企业的影响。

希望本报告能够帮助我市企业有效应对美国生物医药技术壁垒，为企业提供技术

和行动指引，协助企业规避风险、增加出口、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并且为政府制

定相关产业技术政策和市场准入技术规则提供信息参考和借鉴。 

 

  



第一篇生物医药制品概述 

5 

第一篇生物医药制品概述 

1. 定义 

生物制品（Biological Products or Biologics）系指以微生物、动物毒素、生物

组织作为起始材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并以生物学技术和分

析技术控制中间产物和成品质量而制成的生物活性制剂，包括菌苗，疫苗，毒素，

类毒素，免疫血清，血液制品，免疫球蛋白，抗原，变态反应原，细胞因子，激

素，酶，发酵产品，单克隆抗体，DNA 重组产品，体外免疫诊断制品等。美国公

共健康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A）的第 351 章对生物制品的定义为：

应用于人体疾病的预防、诊断或治疗的病毒、治疗性血清、毒素、抗毒素、疫苗、

血液、血液成分及衍生物、过敏性产品、蛋白质（不包括化学合成的多聚肽）或

功能类似物或胂凡纳明或胂凡纳明衍生物（或者是任意其他三价有机胂复合物）。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渗透，生物制品的概念扩大为：应用普通的、或

以生物工程技术获得的微生物、细胞及各种动物和人源的组织和液体等生物材料

制备而成的生物活性制剂。 

2. 产品分类 

生物制品根据制备方法有粗制品与精制品之分；单价、多联多价制品与混合

制剂之分；按制品的物理性状有液体制品与冻干制品之分，吸附制品与不吸附制

品之分。根据《中国生物制品规程》，生物制品包括如下类别： 

1) 菌苗。该类产品由细菌、螺旋体制成。分为活菌苗、灭活菌苗以及化学

菌苗。 

2) 噬菌体。该类产品由特定宿主菌的噬菌体制成。 

3) 疫苗。这类制品由有关立克次体、病毒制成，包括减毒活疫苗、灭活疫

苗、亚单位疫苗。 

4) 抗血清与抗毒素。指经特定抗原免疫动物后，采血分离血浆或血清制成。 

5) 类毒素。指由有关细菌产生的外毒素经脱毒使之类毒化后制成。 

6) 混合制剂。 

7) 血液制品。指由人的血液分离提取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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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细胞因子。 

9) 诊断制品。指用于诊断疾病、检测机体免疫状态以及鉴别病原微生物的

生物制品。 

10) 其他生物制品。包括血液制品、组织制品、非特异性免疫制品及微生态

制品等。如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种球蛋白、干扰素、胸腺肽和促菌生等。 

生物制品按用途又可分为预防用生物制品、诊断用生物制品、以及治疗用生

物制品。预防用生物制品包括细菌性疫苗（菌苗）、病毒性疫苗、毒素、抗毒素、

抗血清等。疫苗是由细菌或病毒加工制成的，疫苗分灭活疫苗和活疫苗。类毒素

也可称作疫苗，一些细菌在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毒性物质称为外毒素，外毒素经化

学法处理后失去毒力作用，而保留抗原这种类似毒素而无毒力作用的称为类毒素。

类毒素接种人体可产生相应抗体，保持不患相应疾病。γ-球蛋白是血液成分之

一，含有各种抗体。有些传染病在没有特异疫苗时，可用γ－球蛋白作为预防制

剂。诊断用生物制品大都用于检测相应抗原、抗体或机体免疫状态，属于免疫学

方法诊断。根据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原理，不断发展出各

种诊断试剂。一般可分为三大类：生化诊断试剂、免疫诊断试剂、核酸（基因）

诊断试剂。随着免疫学技术的发展，诊断用生物制品的种类不断增多，不仅用于

传染病，也用于其他疾病。主要包括体内体内试验诊断制剂类、一般传染病的诊

断制剂类、诊断肿瘤用制剂、测定免疫水平的诊断制剂以及激素用诊断制剂。治

疗用生物制品，包括各种血液制剂、免疫制剂。按治疗作用机理可分为特异的（如

抗毒素和 γ-球蛋白）和非特异的（如干扰素和人白蛋白等）。血液制剂在治疗用

生物制品中占非常大的比例。有些单克隆抗体已用于治疗。另外，血液中某些含

量少的组分整合到微生物基因中，可大量生产治疗用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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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美国生物医药制品监管概况 

1. 美国对食品药品的监管 

美国的医药管理机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成立于 1862 年，隶属于美国卫生和福利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是美国最早的消费者保护联邦机

构。FDA 作为美国专门从事食品和药品管理的科学管理机构和最高执法机关，其

管辖范围包括所有在美国市场上市的食品（包括瓶装水，不包括禽肉）、药品、

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医疗用辐射性电子产品、兽用产品（包括兽用食

品、药品和器械）等。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主要职能为负责对美国国内生产及进口的上述各

类产品进行监督和管理，监管的内容包括了产品的生产执照获取、注册认证、上

市审批、上市后监管、标签以及生产和执行的标准等方面，以最大限度确保产品

的安全、质量和疗效；同时也负责执行包括公共卫生条件及州际旅行和运输的检

查；并且，对于诸多产品中可能存在的疾病进行控制等。 

FDA 现有 9000 多名员工，包括生物学家、化学家、医师、生物医学工程师、

药理学家、兽医、毒理学家、公共健康教育和建立专家等。FDA 总部设在华盛顿

特区及马利兰州罗克威尔城，下设行政办公厅（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C）、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生物制品

审评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BER）、食品安全和

应用营养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 CFSAN）、医疗器械与

辐射健康中心（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 CDRH）、兽药药品中心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CVM）、国家毒理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 NCTR）以及法令条例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Regulatory Affairs, 

ORA）。 

为加强对监管产品的质量管理，FDA 将全国划分成 5 个大区，大区下设若干

地区所，地区所下设若干工作站。FDA 总部和区所、工作站各自履行不同的职责。

药品的批准权在总部。在药品申报时，总部负责审查所有的数据、审阅所有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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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材料，区所负责确证公司所申报的数据资料是否准确，是否符合 GMP 及 GLP

的管理规范等。 

美国各州也按地方法规对药品实施管理，主要职责包括：对药师进行考试和

注册、对药品经营部门和药房进行监督检查，发放或换发许可证、吊销违法者的

许可证、对所在地的药学院校进行评价、审查见习药房等。 

2. 法律基础 

美国对食品药品的监管体系复杂但完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拥有完善

的监管体系和详细的部门规章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监管产品的安全性以及有效

性，从而保障公众的健康。FDA 的监管体系由法案、管理规定、技术指导原则这

三个由上至下的层级组成。自美国第一部医药管理法案《1906 纯净食品和药品

法》（1906 Pure Food and Drug Act）颁布至今的百年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

不断细化和完善，它们共同构成了 FDA 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制品等产

品进行监管的法律基础。 

FDA 实施监管的第一层依据主要是公共法的集合，包括了《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FD&C Act）及其多部修正案

以及后续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如《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DSHEA）、《处方药用户费用法》（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PDUFA）等。这些法律被汇编进入《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U.S.C.）

第 21 卷“食品与药品”，成为了 FDA 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而 FDA 等行政部门

颁布的具体法律实施条例和执行法规，则被收录进入《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CFR）第 21 卷（title 21）“食品与药品”，构成了监管的第二层依据。

另外，FDA 还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用以向生产商、消费者以及监管人员传

达 FDA 当前思考的重点。虽然这些指导文件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应，但是

由于指导原则经过了严格和较长时间的讨论和论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此实

际操作中一般企业也都是按照技术指南进行，未按照指南进行的企业需要在申报

时提出充分的依据并予以说明。这三个层级之间互相协同、补充，构成了 FDA 监

管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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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医药制品的监管机构和职能 

在《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FD&CAct）中规定，生物制品也可被认为是药品，因此 FDA 对药品的监管也适用

于生物制品。FDA 下属的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DER）和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

心（CBER）负责实施具体的生物制品的评审、注册认证和监管。 

3.1 药品评审与研究中心（CDER） 

CDER 作为药品评审与研究中心，主要监管了处方和非处方药，负责药物的

安全性、质量以及有效性。而 2003 年，FDA 将一部分由 CBER 监管的治疗性生物

制品，包括了生物治疗及基因药物，转移到了 CDER。 

3.2 生物制品评审与研究中心（CBER） 

生物制品评审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BER）

是 FDA 负责生物学治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分支机构，其职责是保证血液、血液制

品、疫苗、过敏原制品以及生物治疗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CBER 下设 7 个办公室，即：交流培训和企业协助办公室、管理办公室、血

液制品研究评价办公室、疫苗研究评价办公室、治疗产品研究评价办公室、投诉

和生物制品质量办公室、生物统计和流行病办公室。对于新的生物学医疗产品，

在上市前需要经历一个类似于药品的申请审评程序。政府对于生物学医疗产品进

行监管的原始授权来源于 1902 年的《生物制品管制法》（Biologics Control Act），

附加授权来源于 1944 年的《公共保健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 Act）。

另外，《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Drugand Cosmetic Act, FDC 

Act）也适用于生物学医疗产品的监管。原来承担生物学医疗产品监管责任的机

构隶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 1972 年这项授权被转移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3.3 其他 

上述所列的所有生物制品种类中（无论属于 CDER 还是 CBER 监管）包括了

一些由器械和/或药物成分组成的组合类产品，这类型的产品并没有特异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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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组合型产品依据产品的主要作用模式 1分配评审和监管中心。当某一组合产

品的主要作用模式属于某一划归 CDER 监管的生物制品的类型时，该产品将被分

配给 CDER。类似的，当某一组合产品的主要作用模式属于某一划归 CBER 监管的

生物制品的类型时，该产品将被分配给 CBER。 

因为生物技术产品的复杂性，也因为生物技术药品很难用生物等效性标准来

衡量，其“仿制”品很难证明与产品完全一致，因此生物药的“仿制”品不称为

“仿制药”（Generics），而一般称为“后生技产品”（Follow On Biologics）或者“生

物相似品”（Biosimilars）。2010 年 3 月，《保护患者与廉价医疗服务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Affordable Care Act）正式生效，该法案

修订了 PHS Act 并且针对那些证明与 FDA 许可的生物制品具有“生物相似性”或

“可互换特性”的生物制品制定了一种简略的审批途径。该审批途径在《生物制

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BPCI Act）

中也有所规定。 

  

                                                      
1见 21 U.S.C. § 353(g)，FD&C Act 的 503(g)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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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生物医药制品的注册认证制度 

对药品实行注册审批管理，是切实保证市售药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

对药品注册认证管理历经百年的历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优良的模

式，在保证市售药品安全、质量可控的同时，也兼顾了企业的利益。所有涉及生

物医药制品生产、包装等领域的相关机构，都需在 FDA 对其机构进行注册，对生

产销售的产品进行登记。FD&C Act 和 PHS Act 还要求那些产品将在美国各州销售

的药品和生物制品生产商必须进行新药上市的审批认证。注册和登记的信息有助

于 FDA 持有一份在美国境内商业销售的所有药品和生物制品的名单，从而进行

有效的监管。新药的审批认证保证了药品及生物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FDA 负责了生物医药制品注册认证的审核和批准。正如前文所述，生物制品

依据监管属性可分为两大类，分由 FDA“生物制品评审与研究中心”（CBER）和

“药物审评与研究中心”（CDER）对其进行注册及审批。前者主要负责血浆、疫

苗等不属于“治疗”疾病的产品，而后者主要负责归于治疗类的生物医药制品。

目前，仍有少部分的生物医药制品（如胰岛素、胰高血糖素、人体生长激素等）

由于历史原因仍作为药品进行注册和审批。机构的注册和产品登记并不一定意味

着生物医药制品不需经过上市前审批（单独受 PHS Act 361 监管的制品除外），在

注册和登记完成后还需通过 FDA 的层层审批认证才能最终上市。 

1. 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 

根据美国 1972 年的《药品登记法》（Drug Listing Act），所有参与药品生产、

制备、加工、包装、贴标签、储存、批发至药品最终在美国面市的各个环节的机

构，必须将其所涉及的场地/设施逐一在 FDA 注册，并递交由该机构所生产的美

国商业药品的目录。因此，涉及到药品及生物制品（包括疫苗）生产、重新包装、

或重新标签的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机构，都需要在 FDA 进行注册。除此之外，药品

及生物制品（包括疫苗）的生产、重新包装、或重新标签的国内和国外机构还需

要在 FDA 对其所有商业销售的药品和生物制品进行登记。按照 FD&C Act 510 以

及 21 CFR 207 的要求，药品及生物制品生产商必须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进行机

构注册；药品及生物制品生产商必须在注册时登记其商业销售中的所有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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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两年的 6 月份须对产品的登记进行更新。外国的药品生产商、重包装（repack）

者或重标签（re-label）者在向美国进口药品或提供药品进口时，须向 FDA 进行注

册并且指定一个美国的代理。所有进口到美国的药品都必须由其外国的公司或其

指定的美国代理进行登记。 

在 FD&C Act 510 的规定下，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机构的注册和产品的登

记信息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给 FDA，除非 FDA 授予其豁免资格。FDA 采用结构化

标签（Structured Product Labeling, SPL）作为提交注册和登记信息的电子途径。 

1.1 细胞、组织及以细胞组织为基础的产品生产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在监管中，美国依据 HCT/P 产品的风险性的高低，将其管理分为两个层次，

既低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Act 36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和高风险的细胞产

品（即 PHS Act 35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除须满足于 FD&C Act 510 以及 21 

CFR 207 的要求外，那些生产受 PHS Act 351 和 21 CFR 1270 监管的人体细胞、组

织及以细胞组织为基础的产品（HCT/Ps）的机构，还需满足 21 CFR 1271 的规定。

21 CFR 1271 里规定了 FDA 对 HCT/Ps 监管的措施、捐赠者的选取、良好组织规范

（Current Good Tissue Practice, GTP）以及注册和登记的流程。这些与 HCT/P 相关

的制品包括了与 HTC/P 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制品、来自于外周血和脐

带血的造血干细胞、生殖细胞及组织或人体心脏瓣膜和人体硬脑膜等，这些HCT/P

相关的制品需按照 21 CFR 1271 subpart B 的要求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那些

生产单独受 PHS Act 361 授权和监管 HCT/P 产品的机构，无论是否进入州际间的

商业销售，也需按照 21 CFR 1271 subpart B 的程序进行注册和登记，部分 21 CFR 

1271 的规定适用于该类产品。 

1.2 人体血液及血液制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按照 FD&C Act 510 的规定，除 21CFR607.65f 豁免的医院输血服务外，所有

从事血液制品生产的机构所有者或经营者必须向 FDA 进行注册，所有商业生产、

制备及加工的血制品都必须进行产品登记。21 CFR 607“人体血液及血液制品制

造商的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为 FDA 监管血液制品注册登记的具体实施细则。血

液制品机构和产品的登记必须按照 21 CFR 607 subpart B 及 subpart C 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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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FD&C Act 510（21 USC §360）要求参与到人用或兽用药品以及人用生物制品

（包括疫苗）的生产、制备、传播、配置或加工的生产商、包装者或再贴标签者

需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对其商业销售的每一个产品进行登记。药品注册和登

记的信息帮助 FDA 更好地维持人用、兽用药品或生物制品在美国境内的商业流

通。 

FD&C Act 510 对“生产、制备、传播、配置或加工”进行了定义，并且规定

了年度注册的具体要求，还对机构的审查、外国的机构的注册登记以及填写药品

登记清单、豁免等方面进行了要求。21 CFR 207 “药品生产者的注册和商业销售

药品的登记”则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 

2. 需进行新药审批认证的药品类别 

药品机构在完成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后，并不一定意味着药品获得了上市批

准。药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还需通过 FDA 的层层审批，在取得执照后才能最终面

市。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FD&CAct）

把药品分为两大类：处方药（Rx）和非处方药（Over the Counter, OTC）。处方药

是指基于药品的毒性或其使用方法、及其使用药品所伴随的其他活动存在潜在有

害效果，FDA 认为未经执业医师指导使用不够安全或在新药上市申请中注明处方

药的药品。处方药又细分为创新药和仿制药（Generics）两大类，创新药的上市

不同于仿制药的程序，而需经过特定的 FDA 新药上市前审批。非处方药是指不需

要医生处方，消费者可根据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或向药剂师咨询，或借助药品

说明书，或根据对自己病情的判断，直接在药店柜台上选购的药品。OTC 药品有

一套被称为“OTC 专论”（OTCMonographs）的法规管理系统，列入该专论系统的

非处方药上市无须经过上市前审批。在植物药的类别中，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植

物药成分已归入 OTC 专论，而新的植物药则必须经新药审批途径上市。生物制品

的情况比较复杂，治疗性的新生物医药制品等一类具有较高风险的制品同样也需

经过 FDA 的新药审批后方可上市。图 3-1 中红色圆圈覆盖的内容代表了需要经过

FDA 新药审批的药品的类别。 



 

14 

 

 

图 3-1：需经过 FDA 新药审批的药品类别 

3. 新药审批认证流程 

生物制品作为特殊的药品，其获取 FDA 的许可执照（License）必须满足的法

律要求为公共健康与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 Act）第 351 部分

（Section 351）中关于生物机构和制品的许可证颁发，以及《联邦食品、药品和

化妆品法》（The 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FD&CAct）第 505 部分（Section 

505）“新药”的要求，除非 FD&CAct Section 505 的具体要求不包含生物制品。 

新药的研发上市主要分为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新药审批以及上市后审查

四个阶段。药品的注册包括了调研型新药（Investigation New Drug，IND）申请

和新药（New Drug Application，NDA）申请两个独立的阶段，而生物制品许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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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BLA）与 NDA 申请为两个并列的阶段。值得

注意的是，大部分的生物医药制品通常都进行 BLA 的申请，只有少部分的生物

医药制品（主要是重组荷尔蒙，如胰岛素、人体生长激素等）由于历史原因作为

药物，进行 NDA 的申请。 

临床注册实施备案制度，在申请者提出 IND 申请后，FDA 必须在收到申请

之后一个月内予以答复，否则表示已批准进入人体试验，自动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当新药在三期临床试验结束之后，申请人可向 FDA 提出进行生物制剂许可申请

（BLA）或新药上市许可申请（NDA），在充分证明了药品的安全性、疗效、质

量达标后，可核发药品证书，药品才能进入新药审批阶段。新药申请的审评程序

包括：申请书的受理、新药技术审评、现场考察、通知审评结果、双方交流（申

请提交前会议、中期会议、审评终结会议和其他会议）等。 

4. 生物仿制药（Biosimilars）的审批认证 

2010 年 3 月 23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保护患者与廉价医疗服务法案》

（即“医疗改革法案”），此法案中的一些条款规定了生物仿制药进入市场的简化

许可途径（abbreviated licensure pathway），此外，相关的简化申请途径在《生物

制品价格竞争和创新法案》（Biologics Price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亦有规

定，简而言之，生物仿制药的注册认证申请流程与多数的生物医药制品类似，只

是与其他生物医药制品的申请不同的是，生物仿制药的提交信息侧重于展示其与

已受 FDA 许可认证的生物医药产品（亦成为参考产品）具有通用或生物相似性。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需要证明生物仿制药和参考产品在临床施用时的安全、

纯度和效果无差异。 

据“医疗改革法案”中的规定，生物仿制药的申请人在新药获准销售的四年

内不得向 FDA 提交生物仿制药的简化申请，而 FDA 不可在新药获准销售的 12 年

内批准生物仿制药的简化申请，从而保证了新药的市场独占期最少为 12 年。同

时，简化申请途径在新药的制造商和生物仿制药之间建立了一个有关专利交换的

机制。即要求生物仿制药的申请者在收到 FDA 接受申请的第 20 天内，向新药制

造商提供一份申请副本，并披露其生产流程。在收到信息的 60 天内，新药制造

商必须向仿制药申请者提供一份专利清单，列出所有被仿制药侵权专利，并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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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指出愿意许可授权的专利。而仿制药的申请者必须在收到专利单的 60 天内提

供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为何专利清单所列专利无效，不可强制执行或不会被仿制

产品侵权，否则仿制药的申请人必须声明在专利过期之前不会商业营销仿制药。

针对此声明，新药的制造商必须在 60 天内，详细说明所列专利为何有效、可执

行且被仿制药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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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具体生物医药制品的注册认证研究 

1. 血液及血液制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血液供应国家之一，这主要由于对血液及血液制品进

行了严格的把关。自 1983 年起，进行了包括执行新的检验及血制品指标在内的

许多重要改进。此外，FDA 加强了对血液机构的监督并将因标准有缺陷而引起的

不合格血液及血液成分的分发记录存档。再到 1988 年 FDA 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

中心（CBER）制定对血液制品流入市场进行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直到目前，美国

对血液及血液制品血液制品制定了一系列安全严格控制措施，确保了美国国家血

液和血液制品供应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1.1 血液及血液制品的概念和范畴 

根据美国 21CFR 607 部分对血液制品的定义，血液制品指包括任何由人类全

血、血浆或血清制成的产品。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范围，主要指以健康人血液

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包括各种人血浆

蛋白制品，包括人血白蛋白、人胎盘血白蛋白、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肌注

人免疫球蛋白、组织胺人免疫球蛋白、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狂犬病、

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Ⅷ、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人纤维蛋白原、抗人淋

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等。美国联邦法规 21 CFR 606 “血液及血液成分良好操作规

范”，针对血液与血液制品的制造、成品控制、实验室控制等做出规范，并附加

人体血液和血液制品的标准，包括了全血（Whole Blood）、红血球（Red Blood Cells）、

血小板（Platelets）、血浆（Plasma）、冷沉淀剂（Cryoprecipitate）、原料血浆（Source 

Plasma）、白蛋白（人类）[Albumin(Human)]、血浆蛋白（Plasma Protein Fraction）

和免疫球蛋白（人类）（Immune Globulin(Human)）。 

1.2 美国血液及血液制品的市场准入 

1.2.1 监管机构 

美国 FDA 的 CBER 中心负责血液及血液制品的监管。其职责在于监控用于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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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或用于生产治疗性试剂的血液及血液成分（如，凝血因子）的采集，并且为血

液制品建立标准。另外，CBER 还负责监管用于制备血液制品或用于保证血液供

应安全的相关产品，如细胞分离器械、血液采集容器和 HIV 筛选测试试剂。CBER

指定和执行了安全标准、审核血液机构并且监控问题、事件及临床副作用的通报。 

CBER 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密切合作以发现对血液安全的潜在危害并作出及

时响应。共同指定安全和技术标准、监控血液供应并且帮助工业界提高适当的血

液及血液制品的供应。 

在过去的几年中，FDA 为保护病人免受不当的血液及血液制品的危害，逐渐

加强了多重保障，包括了： 

 向血液捐献者就某些危险因素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直接的问题，以排除某

些可能传染的疾病的危害。这种前端的筛选去除了近 90%的不合格捐献

者。 

 FDA 要求血液中心维持一份不合格捐献者名单从而防止从这些捐献者中

采集血液。 

 对血液捐献做 7 种不同的感染源测试。 

除了这些保障，FDA 还显著增强了对血液行业的监督： 

 FDA 至少每两年审查一次所有的血液机构，对问题机构采取更多的审查。 

 血液机构目前的质量标准可以与制药商的质量标准相比。 

CBER 还下设了血液制品研究评价办公室（Officeofbloodresearchandreview），

该办公室包含了 32 个分支机构，具体负责了血液制品的监管。 

1.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血液及血液制品在法案层面依然受到 FD&C Act 和 PHS Act 的监管，而在 CFR

的层面，除本报告第二篇第二章“法律基础”中列出的适用于所有生物制品的法

律法规外，主要负责监管血液及血液制品的法律法规还有： 

1) FD&C Act 规定，用于诊断、治疗、缓解、处置或预防人类疾病的血液制

品属于 FD&C Act 中 201g 项下的定义范畴，并适用于 FD&C Act 的制裁条

款（如查扣、刑事诉讼或禁令）。 

2) PHS Act 第 351 部分对血液等生物制品进行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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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 CFR “食品与药品”，其中涉及血液及血液制品的章节。 

1.2.3 注册认证规定 

1.2.3.1 注册规定 

根据 FD&C Act 510 的要求，所有从事血液制品（21CFR607.65 中规定的不需

要注册的血液制品除外）生产的机构所有者或经营者，必须向 FDA 进行注册，所

有商业生产、制备或加工的血液制品都必须进行产品登记。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

和产品登记时需通过提交表格 FDA 2830 来完成注册和登记。机构必须在经营开

始 5 日内进行注册和产品登记，并且在每年的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进

行年度注册，血制品登记信息必须在每年 6 月和 12 月进行更新。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2 血液制品相关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

记”。 

1.2.3.2 认证审批规定 

1) 需进行 BLA 申请的血液及血液制品 

在血液制品中，需进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的产品有：分离血浆制品

（α-1 蛋白酶抑制剂，抗血友病因子，抗凝血酶，C1 酯酶抑制剂，凝血因子，纤

维蛋白，纤维蛋白原，免疫球蛋白，蛋白 C，凝血酶）、传染病和血液血型及表型

的捐血血液筛选测试产品。BLA 申请的具体流程和规定可参照本报告第三篇

“3.3.2 生物制剂许可申请”。 

2) 需进行 NDA 申请的血液及血液制品 

在血液制品中，需进行新药上市许可申请（NDA）的产品具体有：用于收集

血液和捐献血浆的溶剂。 

收集血液和捐献血浆的溶剂的 NDAS 具体申请流程可参考本报告第三篇

“3.3.3 新药申请”。 

3) 上市前批准（PMA）和 510（k） 

与捐献血液测试相关的设备需要进行上市前审批（Pre-market Approval, 

PMA）。其中，用于血液储存行业的器械，包括血液登记用电脑软件、转移器械、

收集系统、分离器、培养瓶、流动型加热器等器械需要进行 510(k)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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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在美国上市有三种途径，分别为：豁免、510（k）以及上市前审批

（PMA）。所谓 510（k），是指上市前通告（Pre-market Notification），旨在证明该

产品与已合法上市产品实质性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PMA 旨在为医疗

器械设计和生产的预期用途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明，确保其安全有效。 

1.2.4 上市后监管 

在批准上市后，美国 FDA 仍对血液制品的安全性进行持续的监察和管控。血

液制品制造商必须审查并向 FDA 报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十

分严重和致命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必须在 15 日内上报；其他事件则按季度上报。

并且，CBER 还要求血液制品机构必须执行有效生产工艺及系统质量控制，血液

制品机构必须上报出现的差错及事故，并追踪调查。同时，FDA 要求血液制品机

构必须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包括预防、检测、调查、评审以及矫正差错的

种种措施，重点是提前防止差错。FDA 还要求血液制品机构应确保及时向 CBER

汇报影响血液制品质量、纯度、安全性的差错和事故，应保证对所有关于血液制

品质量的投诉意见进行调查。血液制品机构应保证对收回的血液制品及市场撤销

的血液制品按相关的程序及指南规则进行处理。 

1.3 美国血液制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美国是公认的世界上血液制品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力求使血液制

品的供应逐步接近所谓零风险。在此目标下，美国建立综合性保证系统确保血液

制品安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行政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对采供

血事业行使极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2) 血浆原料采集单位是保证血液制品安全性的重要环节，必须得到国家专

门管理机构批准与许可才能营业，并严格遵循国家指定的检测系统和项

目对每一名献血员进行严格检测。并提倡采用当前最敏感的检测方法，

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排除阳性献血者，减少原料血浆中携带或污染致病因

子的可能性；同时致力于新技术的推广，为血液制品的安全性提供更加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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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厂家严格执行 GMP，提高灭活工艺的水平。GMP 是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它对制药过程各环节的管理以及软硬件要求都提出了具体规

定，对防止操作差错，保证制药过程的规范性、恒定性以及制品安全有

效具有重要意义。 

2. 疫苗 

美国的疫苗市场具有很大潜力。据美国工业市场研究机构 Freedonia 集团的

一项报告指出，美国疫苗的需求每年增长 8.6％，到 2013 年，目前还未上市的、

正在开发的人类疾病疫苗会使疫苗需求市场达到 91 亿美元的市值，几乎占工业

总产值的一半。 

在美国，疫苗及其所有相关产品由 FDA 监管，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验室和

临床数据评审，以确保其安全、效果、纯度、功能。对已批准上市的疫苗还要求

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进一步对该疫苗进行评估，并解决疫苗的安全性、功效或

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等问题。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统计，美国目前疫苗已将预防性传染疾

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目前美国很少有人再感染麻疹、百日咳及其他传染病。疫

苗产品中大部分是儿童疫苗，儿童疫苗对减少疫苗预防性疾病起着重要的作用。 

2.1 疫苗的概念和范畴 

疫苗（vaccine）是指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而用于人体预

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包括用微生物或其毒素、酶，人或动物的血清、

细胞等制备的供预防、诊断和治疗用的制剂。从广义上讲，预防接种用的生物制

品包括疫苗、菌苗和类毒素。其中，由细菌制成的为菌苗；由病毒、立克次体、

螺旋体制成的为疫苗，有时也统称为疫苗。 

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立克次氏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

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

疫苗保留了病原菌刺激动物体免疫系统的特性。当动物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害力

的病原菌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

特殊抗体等；当动物再次接触到这种病原菌时，动物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



 

22 

有的记忆，制造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原菌的伤害。 

其中，人工主动免疫制剂包括：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类毒素。人工被动

免疫制剂包括：抗毒素、人免疫球蛋白制剂、细胞因子制剂、.单克隆抗体制剂。

人工主动免疫和人工被动免疫均能使机体增加抗病能力，但后者的持续时间短，

主要用治疗和紧急预防。 

2.2 美国疫苗的市场准入 

2.2.1 监管机构 

美国疫苗及其所有相关产品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监管。其中，

FDA 下属的 CBER 负责监管疫苗产品。 

办理疫苗研发的申办者在开展疫苗临床试验之前向 FDA 提交研究用新药的

申请；申办者在临床试验成功完成后提交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FDA 审查

疫苗制品标签和说明书标识内容；当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发生变更时，FDA

负责对相关变更信息加以审查，并建议疫苗生产商及时修改。 

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中的疫苗研究和审评办公室（Office Of 

Vaccine Researchand Review）、生物统计和流行病学办公室，生物制品质量办公室

等部门，负责对疫苗安全问题进行快速反应。当 FDA 认为已上市疫苗对公众健康

有即刻的或实质性的危险时，可责令疫苗生产商将其疫苗召回或下架。 

2.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与其他生物制品一样，美国对疫苗监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FD&C Act

以及 PHS Act 的第 351 章。在联邦法规层面，除本报告第二篇第二章“法律基础”

中列出的适用于所有生物制品的法律法规外，21 CFR 涉及疫苗的部分有： 

1) 21CFR207：药品生产者的登记与商业销售的药品列表 

2) 21CFR 314 递交 FDA 的上市新药申请； 

3) 21 CFR 420 人体使用的药物； 

4) 21CFR 600 生物制品通则； 

5) 21 CFR 601 颁发执照。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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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注册认证规定 

美国对疫苗的注册认证要求非常严格，在疫苗生产机构的登记注册、研制、

生产、运输、储存、使用及反馈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体系。 

2.2.3.1 注册规定 

疫苗类产品的生产机构需要依据 21 CFR 207“药品生产商的注册以及商业销

售的药品登记”的要求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药品机构的登记和注册

需要填写 FDA 2656 表（药品机构/标签编码分配的注册）、FDA 2657（药品登记）

和 FDA 2658（已注册机构私有标签经销商的报告）（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Report of Private Label Distributors）。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FDA 不再接受纸质

信息的提交（除非被 FDA 授予了豁免权）而开始使用在线电子提交。 

FDA 规定，药品机构需每年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更新。FDA 给不同首

字母的公司分配了不同的机构注册信息年度更新时间，所有已注册机构的所有者

和经营者应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更新药品登记信息。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2.2.3.2 认证审批规定 

疫苗的临床开发与药品和其他生物制品遵循同样的途径。注册认证流程需要

经历研究性新药申请（IND）、临床试验、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新药申请（NDA）、

FDA 审批以及上市后监管几个阶段。疫苗以 BLA 的方式获得上市批准，具体可参

见第 3 篇“新药注册认证流程”。； 

截至 2010 年 9 月，美国有 73 个许可的疫苗。诸如活卡介苗（BCG Live）、破

伤风类毒素蛋白疫苗（Diphtheria & Tetanus Toxoids Adsorbed）、灭活甲肝疫苗

（Hepatitis A Vaccine, Inactivated）等。 

2.2.4 上市后监管 

由于疫苗上市前的临床试验因样本量小、观察期短、试验对象选择范围狭窄

等局限性，使得一些罕见或者迟发的不良反应难以发现。因此，上市后疫苗的安

全性监管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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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持续的安全性，疫苗及其生产工艺被批准后，FDA 要继续对疫苗产

品进行监督。颁发许可证后，只要生产商持有产品许可证，必须持续进行对产品

和产品活性的监控，包括周期性的设备检查。如果 FDA 要求，生产者必须应要求

向 FDA 提供他们自己对每一批疫苗的效能、安全性和纯度进行的测试结果。他们

还被要求向 FDA 提交每一批疫苗的样品进行测试。但是，如果生产商描述一个替

代过程可持续确保安全性、纯度和效能，CBER 可能确定常规批签发协议（表明

适用的测试结果）和样品是没有必要的。 

当疫苗用于一般人群时，所有潜在的不良事件都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许多

疫苗要进行第四阶段研究——一种疫苗一旦正式上市的正式研究。另外，产品上

市销售后，政府依靠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来确定问题。 

1990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与 FDA 的 CBER 依据《国家儿童疫苗伤

害法案》（The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NCVIA）联合建立了疫苗不良

事件报告系统（VAERS），专门收集已批准上市疫苗引起的不良事件方面的信息。

VAERS 鼓励医生和其他疫苗提供者报告不良事件，因为 CDC 将根据这些信息评估

接种疫苗后可能发生不良事件，并以此确定疫苗救济基金的救济范围。 

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联邦食品药品管

理局共同管理。疫苗生产商有向该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报告严重不良事件的义务，

这些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死亡、危及生命的疾病、住院治疗或永久性残疾等。当 FDA

认为已上市疫苗对公众健康有即刻的或实质性的危险时，可责令疫苗生产商将其

疫苗召回或下架。 

2.3 美国疫苗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作为世界公认的生物医药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美国一直力求使包括疫苗在

内的生物医药制品的供应逐步接近零点危险度。在此目标下，美国建立综合性保

证系统确疫苗品安全性，建立行政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相关

法律和政策，对疫苗行使极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对疫苗的监管更侧重于对疫苗反应的监管。并且 FDA 与 CDC 密切合作

是开展疫苗不良事件监测的重要保障。FDA 主要关注疫苗不良反应情况是否在

产品标签上予以体现以及监测个别疫苗批号不良事件报告增加的倾向。CDC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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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异常的流行病倾向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两个部门通过分工合作，共同保障美

国上市后疫苗的安全有效，达到维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其次，疫苗不良事件报告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接收任何人的报告，同时对于

疫苗制造商和专业卫生人员提出不同的报告要求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形式，

针对不同人员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对疫苗不良事件的认知，促进报告数量的提高。

并且，公众可以通过登陆网站了解到除个人保密信息以外的不良事件信息。这种

畅通的信息渠道，有利于提高公众对疫苗风险的耐受力，保持对免疫接种的信心。 

3. 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 

美国 FAD 监管的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是一类用于治疗癌症、艾滋病等的生

物医药制品。细胞产品的出现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造血移植。而基因治疗最初

被应用于单基因缺陷的遗传病。对于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美国意识到其不同于

传统的生物医药制品，因此在相关监管法律法规、注册认证上与传统的生物医药

制品略有不同。 

3.1 基因及基因治疗产品的概念和范畴 

3.1.1 细胞产品的概念和范畴 

细胞产品是指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在细胞水平或细胞器水

平上，按照人们的意愿来改变细胞内的遗传物质，从而获得新型生物或特种的细

胞产品或产物。美国联邦法规 21 CFR 1271 中对细胞产品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的定

义：在人体细胞，组织或以细胞组织为基础的产品（HCT/Ps）是指“含有人体细

胞或组织，或由人体细胞或组织构成的物品，这些物品用于植入、移植、注入或

转移至人体”。细胞产品的总类很多，依据细胞来源，可分为源于病人本身

（autologous）、其他授予者（allogeneic）和其他物种来源（xenogeneic）三类。 

HCT/Ps 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骨、韧带、皮肤、硬脑膜物质、心脏瓣膜、眼

角膜、来自于外周血与脐血的造血干细胞、同源的软骨细胞、基于合成母体的上

皮细胞、精液或其他生殖组织。而异种皮移植（xenografts）、体外诊断产品（in 

vitro diagnostic products）、分泌提取产品（secreted of extracted products）、血管

化整体器官（vascularized whole organs）、骨髓（bone marrow）等产品均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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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T/Ps 产品的范围。 

在监管中，美国依据细胞产品的风险性的高低，将其管理分为两个层次： 

一类是低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6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这类产品

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 不会对受体的身体产生系统性的作用（自体或生殖用途的细胞，或细胞

源于近亲的则无此限制）； 

2) 只经过最小程度的体外处理，而不改变原有的生物特性； 

3) 实行与内源功能相似的作用； 

4) 未于其他药品或医药成分并用。 

第二类是高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5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第一类

细胞产品外的细胞产品均被划分为此类产品。 

3.1.2 基因治疗产品的概念和范畴 

基因治疗的原理是将外源正常基因导入靶细胞，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缺陷和

异常引起的疾病，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依据 FDA 的定义，基因治疗产品是指：核

酸、病毒或基因工程微生物类的物质，并且经由转移基因材料的转录或翻译或整

合入基因组（ transcription or translation of  transferred genetic material or 

integration into the genome）从而介导其作用的产品。基因治疗产品的例子包括：

表达为酶的质粒（plasmid expressing an enzyme）、表达为凝血因子的 AAV（AAV 

expressing a coagulation factor）、逆转录病毒修正的 T 细胞表达为新的受体（T cell 

modified with a retrovirus to express a novel receptor）等。 

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体细胞的基因治疗（somatic cell gene 

therapy），另一种是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germ cell gene therapy），目前后者因

能引起遗传改变而受到限制。自 1990 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重组 DNA

顾问委员会（RAC）批准了美国第一例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产品的

技术和研究发展迅猛，涉及的治疗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癌症、囊体纤维化、心

脏病、血友病、感染性疾病（AIDS）等。但是由于基因治疗的临床发生过多起事

故，因此 FDA 对基因药物的监管非常审慎，至今都没有批准一例人类基因治疗产

品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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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国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的市场准入 

细胞产品中的低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6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监管

模式不同于高风险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5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不采用生物

医药产品的监管模式。针对此类产品不论是否进入跨州的市场，都应将其细胞产

品向 FDA 的 CBER 进行注册（21CFR1271 Subpart B）并提交清单，并遵循 21 CFR 

1271 的相关规定确保细胞产品不传播病原体或传染性的疾病。此外，若申请者

发现传染病等不良反应等，也有义务向 FDA 报告，同时，申请者还负有清楚标示

标签的义务以及接受 FDA 在任何合理时间针对制造地点的核查。 

高风险细胞产品被视为生物医药类产品，除需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外，

还遵循 IND 到临床实验，到 BLA/NDA 的模式。 

3.2.1 监管机构 

在美国，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由 FDA 统筹管理，具体则由 FDA 下属的 CBER

负责。CBER 下属共有 8 个办公室，对于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产品专门设立了

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产品办公室（Office of Cellular, Tissue and Gene Therapies，

OCTGT），以审查和评估提交的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产品的安全、效力等方面的

信息，使 FDA 更为有效地监管此类生物制药产品。在 OCTGT 中又设有三个部门，

分别为：细胞和基因治疗部（DCGT）、临床评估和药理/毒理部（DCEPT）、人体组

织部（DHT）。具体而言，OCTGT 监管的产品包括了细胞治疗产品（cellular therapy 

products）、基因治疗产品（gene therapy products）、治疗性疫苗（therapeutic 

vaccines）、异基因产品（ xenogeneic products）组织 /组织为基础的产品

（tissues/tissue-based products）和某些医疗器械（如细胞选择器械等）。 

3.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由于过去的细胞及基因治疗类的产品数量不多，因此在最初是以个案的方式

进行审核的，也并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数起

实验室感染而导致受实验者死亡，促使了美国针对此类产品进行专门的立法。在

法案层面，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的监管主要也涵盖在 FD&C Act 和 PHS Act 中。依

据两法案的授权，FDA 于 2005 年在 21CFR1271 中规定了人体细胞、组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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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组织为基础的产品（HCT/Ps）需要进行注册和认证，除需参考第二篇“法律基

础”列出的生物制品的监管法规外，具体到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的法规层面，主

要涵盖了以下的条例： 

 21 CFR 312（涉及 IND）； 

 21 CFR 50 和 21 CFR 56（涉及 IRB 和批准条例）； 

 21 CFR 58（良好实验室规程）； 

 21 CFR 1271（人体细胞、组织、细胞核组织为基础的产品）。 

3.2.3 注册认证规定 

3.2.3.1 注册规定 

低风险与高风险的细胞产品依据 21 CFR 1271 Subpart B 的要求不论是否进入

跨州的市场，都应在 FDA 对其机构进行注册并且对其产品进行登记，并遵循 21 

CFR 1271 的相关规定确保细胞产品不传播病原体或传染性的疾病。此外，若申请

者发现传染病等不良反应等，也有义务向 FDA 报告，同时，申请者还负有清楚标

示标签的义务以及接受 FDA 在任何合理时间针对制造地点的核查。针对此类产

品，FDA 还要求在进口时或进口前，申请者通知 FDA 在各地的主管机构，一旦

FDA 发现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制造商有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即可发出命令实施召回、

销毁或者停止销售等。 

此外，依据 21 CFR 1271.21 的要求，机构需要在每年的十二月更新其提交的

注册，并且在 HCT/P 清单修改的六个月内提交更改。依据 21 CFR1271.26 的要求，

若机构的所有人或地址变更，则需要在变更的 5 日内提交更改。请者可藉由 FDA 

3356进行注册和提交/更新HCT/P清单。FDA将赋予申请机构一个固定的注册号。 

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1 人体细胞、组

织及以细胞组织为基础的产品生产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3.2.3.2 认证审批规定 

1) 细胞产品的认证审批规定 

细胞产品中的低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6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监管

模式不同于高风险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5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不采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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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品的监管模式，只需在 FDA 对其细胞产品机构进行注册和产品登记即可。

而高风险细胞产品被视为生物医药类产品，除需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外，还

遵循 IND 到临床实验，到 BLA/NDA 的模式。 

2) 基因治疗产品的认证审批规定 

基因治疗产品认证审批的具体流程和规定可参照本报告第三篇“3.3.2 生物

制剂许可申请”。 

3.2.4 FDA 对细胞产品的特殊监管规定 

在监管中，美国依据细胞产品的风险性的高低，将其管理分为两个层次。一

类是低风险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6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第二类是高风险

的细胞产品（即 PHS 第 351 条所规管的细胞产品），第一类细胞产品外的细胞产

品均被划分为此类产品。21 CFR 1271 对细胞产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 21 CFR 

1271 对这两类产品的适用性又有所不同。 

3.2.5 上市后监管 

与其他药品类似，在细胞及基因治疗产品经历新药申请审评程序并被批准上

市后，FDA还需对药品的安全性进行持续的监察和监管。制造商必须审查并向 FDA

报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十分严重和致命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

必须在 15 日内上报；其他事件则按季度上报。此外，制造商被要求进行新药临

床试验 IV 期。在某些情况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要求的药品风险管理

可能包括其他种类的研究、约束或安全性观察措施。 

3.3 美国基因及基因治疗产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细胞和基因治疗带动了整个动医科学的进步，被认为在将来能治愈那些目前

无法有效治愈的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病、艾滋病和遗传病等。由于细胞和基因

治疗可应用于局部的组织器官而无需全身用药，因此使得给药更加特异、高效和

安全。但是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由于涉及到伦理道德，因此 FDA 在批准其上市的

态度上，趋于审慎。截至到目前为止，美国仅有两项细胞治疗获得了批准（分别

为 azficel-T 和 sipuleucel-T），而基因治疗产品则无一获得 FDA 的认证。目前，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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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细胞产品的监管采取风险分层的模式，确保了细胞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

时由于对低风险的产品豁免了认证而直接采取了注册的模式，避免了不必要的资

源浪费，节省低风险细胞产品上市的时间。 

4. 组织及组织产品 

4.1 组织及组织产品的概念和范畴 

此处组织及组织产品，是指应用生命科学与工程学的原理与技术，在正确认

识哺乳动物的正常及病理两种状态下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开发

出来的用于修复、维护、促进人体各种组织或器官损伤后的功能和形态的生物替

代物。其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将体外培养扩增的正常组织细胞吸附于一种具有优良

细胞相容性并可被机体降解吸收的生物材料上形成复合物，然后将细胞-生物材

料复合物植入人体组织、器官的病损部位，在作为细胞生长支架的生物材料逐渐

被机体降解吸收的同时，细胞不断增殖、分化，形成新的并且其形态、功能方面

与相应组织、器官一致的组织，从而达到修复创伤和重建功能的目的。它是继细

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之后，生命科学领域又一新的发展里程碑，标志着传统医

学将走出器官移植的范畴，步入制造组织和器官的新时代。 

FDA 监管的组织和组织产品涵盖了用于移植、植入、灌输或转入人体接受者

体内的组织或组织产品，这部分产品作为人体细胞、组织以及基于细胞组织的产

品（HCT/P）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法规 21 CFR 1271 对 HCT/P 进行了定义，本篇上

一章已进行了介绍和说明；而针对那些特别用于移植的人体组织，21 CFR1270 对

“人体组织”（human tissue）中有明确定义：就满足 21 CFR 1270 的要求而言，

来源于人体的或在 2005 年 5 月 25 日之前复原的为了诊断、治愈、减轻、治疗或

预防任何形式的疾病所进行的向另一人的移植的；或通过不改变组织功能或特性

的方法被还原、改造、储藏或分配的；或现阶段不被规定为人类药品、生物制品、

或医药设备的任何人体组织；并且排除肾、肝、心脏、肺、胰腺，或任何其他具

备血管的人体器官，以及排除精液及其他生殖组织、母乳和骨髓。组织的举例包

括骨、皮肤、眼角膜、韧带、肌腱、心脏膜瓣、造血干/祖细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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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国组织及组织产品的市场准入 

FDA 对于组织及组织产品监管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将传染病经由细

胞或者组织从捐赠者转移到受体的风险降至最低；建立良好的生产程序以使得细

胞或组织被污染的风险最小化；要求由于加工或者修饰而呈现较大风险的细胞和

组织安全和有效。 

4.2.1 监管机构 

FDA 具体到组织及组织产品的监管，由 CBER 下设的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

产品办公室（Office of Cellular, Tissue and Gene Therapies, OCTGT）执行。此外，

2005 年，FDA 还专门成立了人类组织工作组（HTTF），HTTF 受 CBER 的领导，评

估对于组织监管的法规效力。而被排除在人体组织以外的带有血管的人体器官的

移植，则是由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The Health Resources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HRSA）监管。 

4.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与其他是生物制药产品类似，组织及组织产品在法案层面依然受到 FD&C Act

和 PHS Act 的监管，而在 CFR 的层面，除了第二篇第二章“法律基础”里列出的

适用于所有生物制品的法规外，主要负责监管组织及组织产品的还有有两项法规，

分别为： 

1) 21CFR 1270 “用于移植的人体组织”，涉及其中的主要是 1270.1、1270.3、

1270.21、1270.31、1270.33、1270.35、1270.41、1270.42、1270.43； 

2) 21CFR 1271 “人体细胞、组织和细胞和组织产品”。  

此外，组织及组织产品亦有多项的指南，如《业界适用指南：人体细胞、

组织和细胞及组织产品（HCT/Ps）制造商的通用的良好组织规范（CGTP）和额

外的要求》、《业界适用指南：人体细胞、组织和细胞及组织产品（HCT/Ps）的

捐赠者的合格性判定》等。 

4.2.3 注册认证规定 

为保证组织及组织产品使用的安全性，FDA 曾陆续发布了三份规则及修订，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http://www.fda.gov/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073964.htm
http://www.fda.gov/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073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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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人类细胞、组织以及细胞的与基于组织的产品机构的现行良好组织规范；

检查与强制执行》（Current Good Tissue Practice for Human Cell, Tissue,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 Establishments;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为人类细

胞的与基于组织的产品制造商的机构注册及清单》（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Listing）、《人体细

胞、组织和细胞及组织产品（HCT/Ps）的捐赠者的合格性判定》（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 for Donors of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涵盖了良好组织规范（cGTP）、注册、捐赠者的适用性三方面。 

4.2.3.1 注册规定 

人体组织产品需要依据 21CFR1271 Subpart B 的要求向 FDA 提交注册和列明

生产程序。此外，依据 21CFR1271.21 的要求，机构需要在每年的十二月更新其

提交的注册，并且在 HCT/P 清单修改的六个月内提交更改。依据 21CFR1271.26

的要求，若机构的所有人或地址变更，则需要在变更的 5 日内提交更改。请者

可藉由 FDA 3356 进行注册和提交/更新 HCT/P 清单。FDA 将赋予申请机构一个

固定的注册号。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1 人体细胞、组织及以细胞组织为基

础的产品生产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4.2.3.2 认证审批规定 

组织及组织产品获取 FDA 的审批认证以及 BLA 申请的具体流程和规定可参

照本报告第三篇“3.3.2 生物制剂许可申请”。 

4.2.4 FDA 对用于移植的人体组织的特殊监管规定 

PHS Act 361 的部分内容以及 21 CFR 1270 对预期用于移植的人体组织进行了

规定，适用于人体组织和参与人体组织复原、筛选、测试、加工、储存或分销的

人体组织机构或个人，但本法规并不适用于自体人体组织以及接受或储存人体组

织仅为在同一个机构内使用的医院或其他临床机构。 

http://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ReportsManualsForms/Forms/UCM107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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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上市后监管 

组织及组织产品批准上市后，FDA 还需对其安全性进行持续的监察和监管。

制造商必须向 CBER 报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十分严重和致命

的不良反应事件必须在 15 日内上报；其他事件则按季度上报。上报的内容可依

据 FDA 3500A，其中包括：患者的情况、不良反应及产品的问题、怀疑的产品。

CBER 针对“361”类的 HCT/Ps 产品建立了标准操作程序和政策（SOPP）8508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SOPP) 8508），由 CBER 下属的生物统

计学和流行病理学办公室（Office of Biostatistics and Epidemiology）收集处理相关

的报告，若有必要还将其转给组织安全组（Tissue Safety Team，TST）。此外，相

关的报告将进入 FDA 不良反应报告系统（AERS）数据库。 

4.3 美国组织及组织产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对组织工程产品的注册认证较为复杂，也较为棘手，生物人工组织和器官几

乎跨越了食品与药物所管辖的所有领域，它们基本上是医疗器械，但因为它们包

含着活细胞，所以还产生起到像药物那种作用的生物物质。作为世界公认的生物

医药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美国一直力求使包括组织及组织产品在内的生物医药

制品的供应逐步接近零点危险度。在此目标下，美国建立综合性保证系统确组织

及组织产品安全性，建立行政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法律

和政策，对组织产品行使极为严格的监督管理。此外，为了保证组织产品的安全，

FDA 还要求组织库（Tissue Bank）必须向 FDA 登记。 

5. 抗体 

1975 年，Kohler 及 Milstein 建立了 B 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该技术使人们通

过细胞工程方法可以在体外定向地制备各种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Ab），这是生产抗体的第一个重大技术革命；随之，1984 年诞生了第一个基因

工程抗体——人-鼠嵌合抗体；1989 年，英国剑桥的 Winter 小组与美国 Scrips 研

究所的 Lerner 小组创造性地建立了重组抗体库技术，他们利用 PCR 技术克隆人

的全部抗体基因，并重组于原核表达载体中，用标记抗原就可筛选到相应抗体；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一技术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人源化抗体、单价小分子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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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单链抗体、单域抗体等）、多价小分子抗体（双链抗体、三链抗体、微型

抗体等）、融合蛋白抗体（免疫抗体、免疫黏连素等）及特殊类型抗体（双特异

抗体、抗原化抗体、细胞内抗体等）。近年来发展的噬菌体抗体库技术及核糖体

展示抗体库技术，更易于筛选高亲和力抗体和利用在体外进行的方法对抗体进行

改造。 

随着噬菌体表达技术以及由此衍生的 E. coli表达技术、酵母表达技术的发展，

使人工合成全人源抗体成为可能，这类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体外抗体筛选的主流技

术平台。2011 年 3 月 9 日，美国 FDA 批准葛兰素史克和人体基因组科学（HGS）

生产的 belimumab 上市，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Belimumab 即为噬菌体表

达技术产生的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特异性的人源单克隆抗体。 

数据显示，美国 FDA 近期批准抗体药物的速度高于新小分子化合物药物的

速度，特别是抗肿瘤药物方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体产业振兴了生物医药行

业，并将引导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抗体药物在临床和市场方面的良好表现使得抗

体药物的发展进入研发、回报的良性循环。 

5.1 抗体的概念和范畴 

抗体指能与相应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具有免疫功能的球蛋白。它是机体免疫系

统受抗原物质刺激后，B 淋巴细胞被活化、增殖和分化为浆细胞，由浆细胞合成

和分泌的球蛋白。具有抗体活性及化学结构与抗体相似的球蛋白，统称为免疫球

蛋白（immunoglobulin, Ig）。 

抗体分为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及基因工程抗体三类。抗体分子是生物学

和医学领域用途最为广泛的蛋白分子。以肿瘤特异性抗原或肿瘤相关抗原、抗体

独特型决定簇、细胞因子及其受体、激素及一些癌基因产物等作为靶分子，利用

传统的免疫方法或通过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制备的多克隆抗体、单克隆抗

体、基因工程抗体广泛应用在疾病诊断、治疗及科学研究等领域。 

各种抗体被广泛地应用于疾病的诊断、预防及治疗： 

1) 在体外诊断上，用于检测各种抗原，包括感染性病原体抗原、血清肿瘤

可溶性抗原、细胞表面抗原、受体、激素、神经递质、细胞因子等。 

2) 在肿瘤检测方面，同位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可与肿瘤组织表面的抗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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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到免疫扫描、免疫成像的作用。 

3) 在预防方面，抗体主要可用于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如流感、乙肝等。 

根据美国药物研究和生产者协会（PhRMA）的调查报告，目前正在进行开发

和已经投入市场的抗体药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用途： 

1) 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逆转； 

2) 肿瘤免疫诊断； 

3) 肿瘤免疫显像； 

4) 肿瘤导向治疗； 

5) 哮喘、牛皮癣、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急性心梗、脓毒症、多发

性硬化症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6) 抗独特型抗体作为分子瘤苗治疗肿瘤； 

7) 多功能抗体的特殊用途。 

5.2 美国抗体类产品的市场准入 

5.2.1 监管机构 

美国 FDA 下属的 CDER 中心负责体内使用的单克隆抗体的监管。CDER 的

生物技术产品办公室的使命是确保重组治疗性蛋白和单克隆抗体产品的质量、安

全、有效性、可用性和安全性，以保护公众健康。生物技术产品办公室有 2 个部

门：治疗性蛋白质分部（Division of Therapeutic Proteins，DTP）和单克隆抗体分

部（Divis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DMA）。CDER 合规办公室的生物制品设

施工作人员也会对该办公室提供支持。 

单克隆抗体分部（DMA）将确保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单克隆抗体产品用于

诊断、预防和治疗折磨美国人的疾病。该分部的活动包括：申请的审查（化学、

生产和控制：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缩写 CMC）、设施检查—事

先批准检查（PAI）和一年两次的良好生产规范（GMP），还包括一些生物技术政

策和发展指导下文件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内部和外部的培训活动。 

5.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与其他是生物制药产品类似，抗体类产品在法案层面依然受到 FD&C Ac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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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S Act 的监管，而在 CFR 的层面，主要参照本报告第二篇第二章“法律基础”

里列出的生物制品的监管法规 

此外，针对美国治疗性抗体需要提交的 CMC 信息，还要参考如《业界适用

指南：治疗性重组 DNA-来源制品或体内使用单克隆抗体的化学、制造及控制信

息的提交》《Guidance for industry: for the submission of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 information for a therapeutic recombinant DNA-derived product or a 

monoclonal antibody product for in vivo use》等。 

5.2.3 注册认证规定 

5.2.3.1 注册规定 

抗体类产品需要依据 21 CFR 207“药品生产商的注册以及商业销售的药品登

记”的要求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在 21 CFR 207 中对注册和登记中

的通用层面、豁免、国内药品机构的程序、注册和登记时间、国外药品机构的程

序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说明。药品机构的登记和注册需要填写 FDA 2656 表（药

品机构/标签编码分配的注册）、FDA 2657（药品登记）和 FDA 2658（已注册机构

私有标签经销商的报告）（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Report of Private Label 

Distributors）。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FDA 不再接受纸质信息的提交（除非被 FDA

授予了豁免权）而开始使用在线电子提交。 

FDA 规定，药品机构需每年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更新。FDA 给不同

首字母的公司分配了不同的机构注册信息年度更新时间，所有已注册机构的所有

者和经营者应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更新药品登记信息。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5.2.3.2 认证审批规定 

与所有其他的生物药品制剂注册认证流程类似，美国治疗性抗体的研发上市

主要分为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生物制品审批认证（BLA）以及上市后检查四

个阶段（具体流程和规定可参照本报告第三篇“3.3.2 生物制剂许可申请”）。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http://www.fda.gov/downloads/BiologicsBloodVaccines/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s/Tissue/UCM2852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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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上市后监管 

现实中，许多药品的慢性副作用只有在上市后才逐渐显现，而且上市后发现

的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导致药品从市场上撤回。在经历新药申请审评程序并被批准

后，FDA 将持续保证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上市后监管包括生物制品的批

签发（lot release）、上市后不良反应事件的通报、生物制品召回等。而药品制造

商也必须及时审查并向 FDA 报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十分严

重和致命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必须在 15 日内上报；其他事件则按季度上报。 

临床 IV期为药品上市后的监督性研究。IV期临床研究涉及药品上市后监察，

由申请人自主进行的应用研究阶段。 

5.3 美国抗体类产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在美国进行治疗性抗体注册认证时，要注意在新药审批阶段，抗体采用的是

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而不是新药申请（NDA）程序。在进行 BLA 申请前，

要特别注意需要提交的 CMC 药学信息的具体内容。 

目前，抗体药物在临床和市场方面的良好表现使得抗体药物的发展进入研发、

回报的良性循环。美国 FDA 近期批准抗体药物的速度也高于新小分子化合物药

物的速度。随着批准的抗体药物不断增加，美国 FDA 有可能会出台针对抗体药物

注册认证的专门的指南性文件。业界相关企业应密切关注。 

6. 治疗用蛋白类制品 

随着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治疗用蛋白（Therapeutic proteins, TPs）类药物不

断涌现。到 2006 年时，FDA 就已批准了 75 个治疗用蛋白，另外还有超过 500 个

的治疗用蛋白正处于研发状态。2006 年销售增长最快的两大类治疗用蛋白类用

品为用于治疗贫血的促红细胞生长素（Erythropoietins）和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胰岛

素（Insulins）。2008 年全球的治疗用蛋白的销售超过了 700 亿美元。研究开发蛋

白质、多肽类药物新剂型和制剂新技术，使此类药物更好地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已成为现代制药学的热点。 

6.1 治疗用蛋白类制品的概念和范畴 

蛋白质类药物指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的多肽和蛋白质类生物药物。治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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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从制药中使用的人体细胞中提取或在实验室中进行工程化合成。绝大多数治

疗用蛋白属于重组型人体蛋白，这些蛋白来自于采用工程化改造的能够表达某类

人体基因序列从而产生特异性目标蛋白的非人类哺乳动物细胞系。重组型蛋白这

一类重要的制剂可以通过替代某些关键的血源性生长因子，达到弥补其缺陷从而

加强免疫系统抵抗癌症和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此外，治疗用蛋白还用于缓解病人

的症状，包括各种癌症（通过单克隆抗体和干扰素等进行治疗）、心脏病、中风、

囊肿性纤维化、高雪氏病（Gaucher’s disease）（通过酶和血液因子进行治疗）、糖

尿病（通过胰岛素进行治疗）、贫血（促红细胞生长素进行治疗）以及血友病（通

过凝血因子进行治疗）等。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划归 FDA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监管的需用进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BLA）的以下各类生物制品纳入治疗用蛋白类产品的范围： 

1) 治疗用蛋白，包括细胞因子（如干扰素）、酶（溶血栓剂）以及其他新型

蛋白，划归 CBER 管理的除外（如疫苗和血液制品）。该类治疗用蛋白来

自植物、动物、人体或微生物以及这些蛋白的重组体。需要注意的是，

凝血因子不属于该类蛋白（包括重组的及人血浆来源的）； 

2) 免疫调节因子（通过抑制或下调业已存在的、病理的免疫响应而治疗疾

病的非疫苗及非过敏原制品）； 

3) 用来动员、刺激、降低或改变体内造血细胞产品的生长因子、细胞因子

和单克隆抗体。 

此外，少部分的治疗用蛋白，主要是重组荷尔蒙类，如胰高血糖素、胰岛素、

人体生长激素等，由于历史原因作为药物进行新药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

NDA）的，在本报告中也归入治疗用蛋白类产品的范围。 

6.2 美国治疗用蛋白类制品的市场准入 

6.2.1 监管机构 

2003 年，FDA 将一部分由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BER）监管的治疗性生

物制品，转移到了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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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R）进行监管，这类被转移给 CDER 的产品就包括了治疗用蛋白肽类产品。CDER

的制药学科学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Research）和生物技术

制品办公室（Office of Biotechnology Products）下属的治疗用蛋白部门（Division 

of Therapeutic Proteins）负责审查和评估提交治疗用蛋白肽类产品的安全、效力

等方面的信息，使 FDA 更为有效地监管此类生物制药产品。 

目前美国 FDA 批准的治疗用蛋白类药物，很大一部分用于肿瘤的治疗。CDER

的肿瘤药物制品办公室（OfficeofOncology Drug Products）下属的生物肿瘤制品分

部（Division of Biologic Oncology Products），负责与生物癌症治疗、生物癌症辅助

治疗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相关的生物制品的审查

及评估。 

6.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CDER 目前并没有针对治疗用蛋白类制品出台专门的技术法规。因此，蛋白

类制品主要参照生物制品的和药品的法律和技术法规。在法律层面，治疗用蛋白

类制品的监管主要涵盖在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 Act）和《公共健康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 Act）

中。 

6.2.3 注册认证规定 

6.2.3.1 注册规定 

治疗用蛋白类产品需要依据 21 CFR 207“药品生产商的注册以及商业销售的

药品登记”的要求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药品机构的登记和注册需要

填写 FDA 2656 表（药品机构/标签编码分配的注册）、FDA 2657（药品登记）和

FDA 2658（已注册机构私有标签经销商的报告）（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Report 

of Private Label Distributors）。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FDA 不再接受纸质信息的

提交（除非被 FDA 授予了豁免权）而开始使用在线电子提交。 

FDA 规定，药品机构需每年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更新。FDA 给不同首

字母的公司分配了不同的机构注册信息年度更新时间，所有已注册机构的所有者

和经营者应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更新药品登记信息。 



 

40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6.2.3.2 认证审批规定 

治疗用蛋白类制品与其他生物制品一样，审批认证流程需要经历研究性新药

申请（IND）、临床试验、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新药申请（NDA）、FDA 审批

以及上市后监管几个阶段。治疗用蛋白类制品主要分为以 BLA 和 NDA 进行上市

批准的两大类制品，这两种申请和审批模式在 IND 阶段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

BLA 与 NDA 的流程与主要异同也已在前面做了讨论，具体可参见第 3 篇“新药注

册认证流程”。 

6.2.4 上市后监管 

与其他生物制品一样，治疗用蛋白类制品在经历新药申请审评程序并被批准

上市后，FDA 还需对蛋白药品的安全性进行持续的监察和监管。药品制造商必须

审查并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十

分严重和致命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必须在 15 日内上报；其他事件则按季度上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可直接通过它的安全信息及不良反应通报程序

（MedWatch program）获得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由于这些报告是由用户或医疗专

业人士主动上报，所以被称为“自发性报告”。尽管这已经成为药品上市后安全性

观察的最主要手段，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的必

要性仍然与日俱增。在药品被批准的情况下，制造商被要求进行更多的额外临床

实验，这被称为新药临床试验 IV 期。在某些情况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所要求的药品风险管理可能包括其他种类的研究、约束或安全性观察措施。 

6.3 美国治疗用蛋白类制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今年来，治疗用蛋白类制品是 FDA 批准生物技术药品的一个重点领域。但

是，由于蛋白类制品物理化学稳定性差且由于其体内生物学性质不同于小分子化

学药物，通常只能注射给药，使用和保存十分不便。近年在蛋白多肽药物制剂新

技术和新型给药系统改善了蛋白多肽类药物的体内外的性质，可明显提高蛋白多

肽药物稳定性和吸收性。如，蛋白多肽药物经皮给药的研究以及提高蛋白多肽药

物口服生物利用度的研究等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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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蛋白类药品可能触发免疫系统针对蛋白制剂的不必要的免疫响应。

其中的一种免疫响应为治疗用蛋白触发体内的 B 细胞产生抗体，抗体与这些治疗

用蛋白结合，从而减少或消灭其治疗效果。这些产生的抗体还能诱发危机生命的

并发症。因此，确定治疗用蛋白制品临床安全和效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既是测定它

们触发抗体形成的趋势大小。FDA 在其网站上也多次关注蛋白类制品的免疫性问

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指南文件供业界参考。因此，在进行这类制品的审批认证时，

完成并提供这类制品的免疫性测试和检定材料对药品的最终审批将会起到积极

的作用。 

随着治疗类蛋白制品的制剂新技术和新给药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将会有更

多更好的生物技术药物面市，为人类健康服务。 

7. 过敏原制品 

7.1 过敏原制品的概念和范畴 

21CFR 680.1 对过敏原制品的定义如下：过敏原制品是用于诊断、预防或者

治疗人类过敏性疾病的产品。 

目前，CBER 只授权两类过敏原制品的使用：过敏原斑贴试验和过敏原提取

物。 

斑贴试验是用于皮肤表面的测试试验。斑贴试验是内科医生用来确定接触性

皮炎以及来源于天然物质或化学成分（如镍、橡胶和芳香混合物）可能导致接触

性皮炎的具体原因的方法。 

过敏原提取物是用于诊断和治疗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花粉病”）、过

敏性鼻窦炎、过敏性结膜炎、蜂毒和食物过敏疾病。过敏原提取物是注射型产品，

从人们熟知的会导致过敏反应的天然物质（如霉菌、花粉、昆虫毒液、动物毛以

及食物）中提取制得。食物提取物只用来诊断食物过敏，其他的提取物可用于过

敏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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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美国过敏原制品的市场准入 

7.2.1 监管机构 

过敏原制品由 CBER 管理，其职责是确保提供充足和安全的过敏原制品，CBER

是调整生物制品与某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领导中心，负责过敏原制品的监管、进

口和扣留或拒绝入境。FDA 主要负责过敏原制品的符合性批准和入境审查 

7.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CBER 管理过敏原制品依据的法律是 PHS Act 351 和 FD&C Act。相关法律中没

有针对这类产品做出具体要求，一般依据对医疗设备或其他生物制品的要求进行

管理。 

在联邦法规层面，对过敏原制品的监管除需参照本报告第二篇第二章“法律

基础”里列出的生物制品的监管法规外，一些具体的规定主要集中在： 

 21 CFR 600 生物制品：通则（Biologicalproducts: general） 

 21 CFR 610 生物制品标准（General biological products standards） 

 21 CFR 680 杂项产品的额外标准（Additional standards for miscellaneous 

products） 

7.2.3 注册认证规定 

7.2.3.1 注册规定 

过敏原制品需要依据 21 CFR 207“药品生产商的注册以及商业销售的药品登

记”的要求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药品机构的登记和注册需要填写

FDA 2656 表（药品机构/标签编码分配的注册）、FDA 2657（药品登记）和 FDA 2658

（已注册机构私有标签经销商的报告）（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Report of 

Private Label Distributors）。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FDA 不再接受纸质信息的提

交（除非被 FDA 授予了豁免权）而开始使用在线电子提交。 

FDA 规定，药品机构需每年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更新。FDA 给不同

首字母的公司分配了不同的机构注册信息年度更新时间，所有已注册机构的所有

者和经营者应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更新药品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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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7.2.3.2 认证审批规定 

过敏原制品与其他生物制品一样，注册认证流程需要经历研究性新药申请

（IND）、临床试验、生物制剂许可申请（BLA）/新药申请（NDA）、FDA 审批以及

上市后监管几个阶段，具体可参见第 3 篇“新药注册认证流程”。 

7.2.4 上市后监管 

除按照一般的生物医药制品上市后监管的措施外，根据 21 CFR 680.3(e)、

610.10 和 600.3(s)中的规定，标准化的花粉提取物需要证明其有效性。制造商需

要证明在产品有效期内，花粉提取物能够保持效能和稳定性。 

FDA 没有针对过敏原制品做出具体的上市监管规定，该类产品可按照生物制

品的规定进行监管。 

7.3 美国过敏原制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过敏原制品作为生物医药制品的一类，主要是动植物及微生物体内的提取物，

对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使用，其研发和生产相对其他生物医药制品还处于不断发展

的阶段，美国现有的关于过敏原制品的标准中对过敏原制品的生产、提取、测试、

包装和各项记录做出了规定，其他的相关规定都可遵循对生物制品的一般规定和

对生物制品的良好操作规范。 

另外，美国联邦公报的公告中对过敏原制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的数据来

源、用于过敏原提取物的源材料、有关术语和验证方法进行了说明。 

虽然目前的法规中关于过敏原制品要求仅针对产品源材料、生产和无菌测试，

对与产品的认证注册要求没有做出专门具体的规定，一般按照生物医药制品的要

求进行管理。随着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过敏原制品的研发将越来越深入和

全面，对其产品的生产和检测要求也将越来越严格，法规也将针对其药物自身的

特点，制定关于该类药物更多的标准要求和市场准入要求。 

8. 中药 

FDA 发布的《植物药研制指导原则》（简称《指导原则》）中的植物药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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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着我国植物基原的中药，植物基原的中药占全部中药的 90％以上。 

8.1 中药的概念和范畴 

对于传统植物药产品，目前世界各国管理法规不同，从原料来源、半成品/

产品/药品、生产、品质管控均有不同的定义，统一的管理法规是未来的趋势。 

根据美国的法律法规，中药在美国上市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1) 膳食补充剂； 

2) 新药； 

3) 普通食品； 

4) 化妆品。 

以何种途径上市，主要取决于其用途。报告的本部分只介绍中药作为植物药

（属新药）申请注册上市销售时，美国的监管机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注册审批

程序。中药作为膳食补充剂上市的监管机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注册程序请见本

报告第四篇第九章“保健食品”。 

8.2 美国中药的市场准入 

在我国，中药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理论体系，它与国外植物药具有不同的背

景。但若要作为药品上市，则中药和美国植物药的“药品属性”是一致的，其安

全、有效性、质量可控的本质特征不应存异。但如计划将其按植物药（属新药）

申请注册上市销售，则需要要了解新药的注册及审批认证程序。我国中药产品如

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必须通过美国 FDA 的严格审评 

8.2.1 监管机构 

考虑到植物药的特殊性（如成份复杂、活性成份未知、具有人用历史等），

为保证植物药审评质量，统一审评标准，CDER 新药办公室设有专门的植物药审

评小组（Botanical Review Team，简称 BRT）。该小组目前共有技术审评人员 2 名，

日常事务管理人员 1 人。 

该小组的具体职责包括：参与并跟踪植物药临床试验审批、新药上市审批等

各个环节的活动；回答外界有关植物药审批的各种咨询：负责与国立补充和替代

医学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膳食补充剂办公室和 FDA 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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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调植物相关产品；负责为 FDA 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就植物药审批提供专

家意见；参与国外药监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召开的有关植物药研讨会，促进植

物药的研究与开发利用。 

其他有关植物药药学、临床药理学、非临床药理和毒理、医学和统计学等各

方面的具体技术审评工作，仍由与化学药品相同的审评小组承担。综上所述，植

物药审评小组在植物药审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沟通协调作用。 

8.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对植物药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是 FD&C Act 及其修正案、21 CFR 中与药品注

册审批相关的法规以及 CDER 发表的系列指导性文件等，如下但不限于以下所列： 

 21 CFR part 25 环境影响的考虑（Environmental impact considerations） 

 21 CFR part 58 非临床实验研究良好实验规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for nonclinical laboratory studies） 

 21 CFR part 201 标签（Labeling） 

 21 CFR 207 药品生产者的注册与商业销售的药品登记 

 21 CFR 312 调研性新药申请 

 21 CFR 314 FDA 新药上市许可申请。 

8.2.3 注册认证规定 

8.2.3.1 注册规定 

植物药如果作为药品进行生产，那么植物药生产机构需要依据 21 CFR 207“药

品生产商的注册以及商业销售的药品登记”的要求向 FDA 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

登记。药品机构的登记和注册需要填写 FDA 2656 表（药品机构/标签编码分配的

注册）、FDA 2657（药品登记）和 FDA 2658（已注册机构私有标签经销商的报告）

（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Report of Private Label Distributors）。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FDA 不再接受纸质信息的提交（除非被 FDA 授予了豁免权）而开始使用

在线电子提交。 

FDA 规定，药品机构需每年进行机构注册和产品登记的更新。FDA 给不同

首字母的公司分配了不同的机构注册信息年度更新时间，所有已注册机构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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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经营者应在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更新药品登记信息。 

注册的具体流程参照本报告第三篇“1.3 药品机构的注册及产品登记”。 

8.2.3.2 认证审批规定 

美国 FDA 认为，除质量标准方面确有不同外，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植物

药与化学药品应该符合相同的上市标准。一种植物药产品在美国获得 FDA 的审

批认证从而上市销售可以通过：1）非处方药（OTC 专论）途径；或 2）处方药，

作为创新药采用新药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NDA）途径或作为仿制药采用

简化新药申请（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ANDA）途径。植物药是以 OTC

药物专论还是经过 NDA 申请上市，则须依据 FD&C Act 第 505(b)的相关规定来确

定。 

8.2.4 上市后监管 

临床 IV期为药品上市后的监督性研究。IV期临床研究涉及药品上市后监察，

由申请人自主进行的应用研究阶段。现实中，许多药品的慢性副作用只有在上市

后才逐渐显现，而且上市后发现的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导致药品从市场上撤回。如

拜耳公司（Bayer）降胆固醇药拜斯亭（Lipobay）、默克公司（Merck）骨性关节炎

药万络（Vioxx）均由于上市后发现严重不良反应而撤市。 

对植物药产品的上市后监管所采用的程序与用于非植物药产品的现行程序

相同。 

8.3 美国中药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1) I 期、II 期 IND 申请的技术要求较松，III 期 IND 申请技术要求较高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申请 I 期或 II 期临床研究的 INDs，很多植物

药，特别是中药，由于有悠久的人用安全的历史，所以很多 CMC 资料和毒理资

料均不需要提交，这可以让这些历史上有效的药物尽早进入美国进行临床研究，

在较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的临床试验，以证明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

于促进传统药物的现代化非常有意义。但是，同样应该看到，FDA 对植物药 III 期

临床研究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不但 CMC 方面增加了很多内容，还需要按 GLP

标准进行全面的毒理研究，从长期毒性到毒代动力学、三致（致突变、致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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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作用和特殊毒理，内容包括很广，难度确实较大，其要求基本与化学药物相

同，这在《植物药研究指导原则》中多次有所提及。由于与化学药物基本相同，

所以在该原则中没有作太详细的说明，需要者可参阅有关的临床指导原则。 

2) 技术要求比较灵活 

鉴于植物药的有效性和区别于化学药物的不同特点，FDA 在制定相关要求时

也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比如植物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活性成分不完全

清楚，针对此点，植物药的 CMC 要求就比较灵活，如不一定要确定活性成分，

定性定量鉴别可以采用指纹图谱或生物检测方法，同时为弥补这些技术调整对制

剂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特别加强了对生产各阶段的原料、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控

制，以确保植物的质量、效价等在批间的均一性，从而保证临床研究的可信、可

比。对于药代动力学，FDA 认为采用其已知的活性成分、代表性成分或主要化学

成分进行研究亦可，也可以采用药理效应的时效关系或临床疗效代替化学方法进

行药代动力学研究。在早期临床研究中，极端条件下甚至可以使用汤剂进行试验，

但要在研究过程中研制和完善制剂。 

3) 复方制剂的研究仍然受到约束 

目前，FDA 对植物药按其组成分为三类，即①单一植物的单一药用部位（如

叶、根、茎等）组成的制剂；②单一植物的多个药用部位组成的制剂；③多种植

物组成的制剂。在《植物药研究指导原则》中，FDA 将后两类制剂按化学药物的

复方制剂对待，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证明制剂中每一种成分或有效部位具有什么药

效，这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由于中药多是复方用药，属于第③类，所以这一

点对中药很不利。有人认为，以上三类制剂均是由多种成分组成，从化学成分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上分析，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没有必要区别对

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分类有可能是基于以下观点：虽然三类制剂均

含有多种成分，但是第①类制剂的多种成分是自始至终都存在一起的，而后两类

制剂中许多成分原本并不在一起，只是由于制剂的原因才混合在一起，因此有可

能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对药效、稳定性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也才有必要区别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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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健食品 

几十年来，FDA 一般是按照普通食品对膳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s）

进行管理，以确保产品安全、完善，标识真实，不会误导消费者。重要的一点，

FDA 根据 1958 年 FD&C Act 有关食品添加剂补充条款对每一种新食物成分的安全

性进行评价，包括膳食补充剂的成分。然而，1994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

根据 1958 年批准实施的 FD&C Act 为依据而修正的新法案——《膳食补充剂健康

教育法案》（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简称 DSHEA），根据该

法案，美国的保健品被称为膳食补充剂或饮食补充剂（Dietary Supplements）。 

该法案旨在为膳食补充剂制定新的监管框架结构，是目前 FDA 对市场上的

各种保健食品进行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随之由国会修订了 FD&C Act，其中包含

了一些专门针对膳食补充剂和膳食补充剂食物成分的条款。这样，膳食补充剂的

食物成分再不需像其他新食物成分或食物成分的新功用那样进行上市前的安全

性评价。但它们必须符合有关的安全性要求。 

依据 DSHEA，美国于 1997 年对 FD&C Act 进行了修订，为膳食补充剂的安全

和标签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 FDA 监管膳食补充剂的方式。 

DSHEA 的条款首先确定了膳食补充剂和膳食成分的范畴；建立了确保其安全

性的新框架；明确产品销售时所标识的文字要求；列举了几种有关功能和营养的

声明；指出有关成分和营养标签的要求；委托 FDA 负责起草有关 GMP 条例。

DSHEA 还要求在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立一个膳食补充剂

标签委员会和膳食补充剂办公室。 

9.1 保健食品的概念和范畴 

过去，FDA 只是将必需营养素，如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作为膳食补充剂

的成分。1990 年营养标签和教育法（NLEA）将“草本植物或类似的营养物质”也

列入膳食补充剂中。而这之后的 DSHEA 将“膳食补充剂”范畴扩大到必需营养素

以外的如人参、大蒜、鱼油、车前草、酶、腺体以及所有以上物质的各种混合物。 

DSHEA 澄清了以前膳食补充剂概念不清的属性，明确建立了归属于食品大类

下的小类“膳食补充剂”。DSHEA 将膳食补充剂的正式定义用几个基本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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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即“膳食补充剂”是： 

1) 一种旨在补充膳食的产品（而非烟草），它可能含有一种或多种如下膳食

成分：一种维生素、一种矿物质、一种草本（草药）或其他植物、一种

氨基酸、一种用以增加每日总摄入量来补充膳食的食物成分，或以上成

分的一种浓缩物、代谢物、成分、提取物或组合产品等。 

2) 产品形式可为丸剂、胶囊、片剂或液体状。 

3) 不能代替传统食品使用，或不能作为一日三餐中唯一的饮食。 

4) 标识为“膳食补充剂”。 

5) 一种得到批准的新药、一种得到发证的抗生素或一种得到许可的生物制

剂，如在其分别得到批准、发证、许可前已作为膳食补充剂或食品上市

的产品（美国卫生与人类事务部 SHHS 豁免该条款的情况除外）。 

膳食补充剂有 4 个特点：一是来源于天然食品或草药经现代化加工提高有效

物质含量，最大限度发挥其保健作用；二是一种特殊的食品形式；三是具有特定

的生理功能和防治疾病功效的功能食品，其功能超越一般营养素作用；四是食用

对象有人群选择性。 

9.2 美国保健食品的市场准入 

9.2.1 监管机构 

在美国，主要由 FDA 食品安全与营养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 

Nutrition，CFSAN）负责膳食补充剂的主要管理工作，包括检查产品标签、包装说

明书及其他促销资料中的产品功能要求。而广告领域主要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负责检查膳食补充剂的广告宣称是否合法。此

外，还有两个与膳食补充剂相关的机构：膳食补充剂办公室（ODS）和膳食补充

剂标签委员会（CDSL），作为 FDA 膳食补充剂管理的顾问。 

9.2.2 法律基础以及颁布的相关技术法规 

目前，涉及保健（功能）食品的立法有两部。1990 年 11 月 8 日颁布的《营

养标签与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简称 NLEA）是补充 FD&C

有关食品营养标签标注（包括健康声明）要求的一部法案。它虽然只有 7 页内容，



 

50 

但规定内容太广泛，不易实施。FDA 随后起草了 950 页的法规（相当于实施细则）

解释这部法案。一些膳食补充剂生产企业不满意 NLEA 的一些内容，游说政府进

行修订，最后 FDA 于 1994 年 10 月 26 日又颁布了另一部《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

育法》（DSHEA），它也是 FD&C 的补充，主要涉及膳食补充剂的规定，尽管一些

细节，如膳食补充剂允许的标签声明等尚不完善，但 DSHEA 较 NLEA 更清楚明了。 

此外，21 CFR 111 为《膳食补充剂生产、包装、标签或处理操作的当前良好

生产规范（ cGMP ）》（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inManufacturing, 

Packaging, Labeling, orHolding Operations for DietarySupplements）。 

9.2.3 注册认证规定 

根据 1994 年的《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SHEA）规定，膳食补充剂生

产商不必将其产品事先在 FDA 相关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在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之

前也不必取得 FDA 的批准；膳食补充剂生产商可自行生产和投放市场，FDA 仅负

责事后监督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因此相对来说，在美国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的政

策还是较为宽松的。 

9.2.4 上市后监管 

由于在美国生产和上市膳食补充剂的厂商无需向 FDA 报告产品出现的副作

用情况（其中包括消费者受到的人身伤害或服用产品后生病等情况），美国 FDA

只能通过以下手段来获取上市膳食补充剂的安全性情况： 

1) 消费者（对膳食补充剂）的投诉报告； 

2) 抽查（膳食补充剂产品的）标贴或说明书内容； 

3) 查阅产品（成分）的相关文献报道； 

4) 由 FDA 巡视员在市场上随机抽查膳食补充剂样品，带回 FDA 实验室进行

化学成分分析。 

FDA 现场监督员发现不符合规定的标签内容即可实施监督处罚，触犯 FD&C 

Act 的 303 条款，可最高处罚 1000 美元和 1 年监禁。若触犯其他民事法规（与

药品有关的）可罚款 100 万美元。同时，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以及消费者也在实

施日常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 FDA 通报并确保 FDA 采取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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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美国保健食品注册认证的特点及趋势 

1) 监管分类更加清晰 

最初，美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保健品进行明确的定义，监管比较混乱。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膳食补充剂健康教育法案》（DSHEA）明确将美国的保健品称

为膳食补充剂，同时澄清了以前膳食补充剂概念不清的属性。至此，对美国膳食

补充剂的监管有了新的监管框架结构，同时明确了膳食补充剂产品的监管范畴。 

2) 上市前无需注册认证、上市后监管 

美国保健品市场准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上市前无需向 FDA 申请注册认证。

美国的保健食品并不像我国那样需要严格审批后才能上市，美国膳食补充剂生产

商不必将其产品事先在 FDA 相关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或必须在取得 FDA 的批准

后才能生产和销售其产品，而是由生产商自行生产和投放市场，FDA 仅负责事后

监督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故相对来说，在美国生产保健食品政策还是较为宽松的。 

3) 美国保健品市场准入标准越来越严格 

美国 FDA 分别于 1997 年、2003 年和 2007 年颁布了 3 个版本的《膳食补充

剂良好生产规范》，其中前两个版本在颁布后陆续收到了多方面发来的意见，至

2007 年 FDA 发布了该规范的最终版本（Fina Rule）。该良好生产规范（cGMP）从

提议到发布历经 13 年。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膳食补充剂良好生产规范（cGMP）》

（21 CFR 111），对保健食品原料的检测、来源等都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按照

该联邦法案的要求，美国将对所有生产和销售维生素/矿物质制剂、植物类制剂

和各种膳食补充剂的公司强制实施 cGMP 改造。今后，凡是出口到美国当地的保

健食品原料都必须提供当地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而这一规定是过去所没有的。

该法案实施后，当地企业标准的提高将相应带动原料标准的提高，而美国企业将

会向原料供应商索取更多的信息材料，这将增大企业出口的成本和难度。 

美国 FDA 在制定 cGMP 规范时，针对企业具体情况设定了不同的达标日期。

新法规对企业合规期限提出了 1～3 年的过渡期，即大型企业（员工人数超过 500

人）在 2008 年 6 月前完成；中型企业（员工人数少于 500 人）在 2009 年前完

成；小型企业（员工人数少于 20 人）在 2010 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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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美生物医药制品市场准入的差异 

在中美两国，生物医药制品虽然有其特殊的分类，并且两国的药监部门针对

生物医药制品也都制定了特定的法律法规。但从大的监管法律框架和通用的实施

层面来说，生物医药制品都被视为药品进行监管。 

1) 药品监管的体制方面 

比较两种药品监管机构体系的设置可以看出，FDA 属中央集权药品监管管理

体系，我国属省级地方分权的药品监管管理体系。无论是中央集权或是地方分权

均有各自利弊，关键在于如何趋利避害。 

FDA 的成功之处在于切实做到了趋利避害，既发挥了中央集权制的优势（如

利用国家的整体优势，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借助国家雄厚的财力，保证其监管目

的的达成：执法标准统一，树立高度的权威性），又克服了中央集权制的弊端（如

信息不充分影响其决策的高质量；全国上下利益结构不一致，中央不愿给予 FDA

巨额财政拨款支持等）。 

我国目前药品监管体制的优势是，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

确保监管工作更符合地方的实际；有着发挥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广阔天地；在

省市之间竞争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改进监管工作方法。但此种体制也存在一些需

要解决的问题，如：地方监管工作往往由于地方能力有限，对某些违法违纪行为

力所不及；地方政府可能将药品监管作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等。 

2) 药品监管的机制方面 

对于药品的生产，中美两国都实行了严格的许可制度和认证制度，从药品监

管的事前、事中、事后方面都强调了全程监管的重要性。但两国的监管依然有所

不同。FDA 将药品监管工作的重心放在事前控制上与事后反馈相结合上，起到了

良好的预防与弥补的效果，符合其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政府定位；而我国药品监管

的定位、衡量药品监管的标准还未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在药品

监管实践中也未能完全脱离重市场抽验和事后被动监管的传统监管模式。从控制

理论来说，两者相结合的控制模式与事后控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监督方式。事前

控制与事后反馈可以防患于未然，也就是可以在不利因素导致不良结果之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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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变因素的状态、过程，避免出现危害；并且在危害出现后，能够及时发现并

纠正偏差，减少危害。 

以组织和组织产品为例，中国对于组织及组织产品的事后监管，目前仍然同

其他的药品类似，呈现不尽如人意的总体态势，由于企业的不良反应报告的意思

淡薄，导致了我国目前的病例报告大多来自于医疗机构，而非来自于药品制造企

业；报告的质量不高，不利于监管。此外，缺乏不良反应报告机制的强制执行的

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就监管涵盖的过程来看，美国涉及组织及组织产品的

21CFR1271 从良好组织规范、核查、注册和提交的清单、捐赠者合格性判定等几

方面对于组织及组织产品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基本涵盖了从筛查到制造再到消

费和事后监察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过程零风险。而我国的组织工程产品，

无论是提交的文档详略还是对其进行监管的情况，都不如美国 FDA 的严格和过

程清晰。 

中国将注射剂、生物制品和特殊药品列为高风险产品进行重点监管，将血液

制品、疫苗作为高风险产品的重点。像疫苗这一类高风险生物制品，其生产、储

存和运输等环节稍有不慎，即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风险。应注重通过政府监管、企

业自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减少疫苗风险，强化对疫苗

的全过程控制和监管。对每批疫苗类制品进行强制检验、审核，作为批准其出厂

上市或进口的前提条件。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

应具备符合疫苗储存、运输温度要求的设施设备，做好温度监测，从研发到面世

的全程各个方面加强控制。SFDA 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派驻监督员。经过派驻监

督员的努力，我国血液制品生产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生产秩序有所好转，生产

企业和社会反映较好，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3) 监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 

由于美国的 FDA 监管历史悠久并且制度完善，因此形成了一套行政制度与

市场作用协同监管调节生物医药制品的机制。严格的行政监管有利于最大限度保

证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效地规范市场；而市场的反馈和调节又可以积极地

促进生物医药制品产业的良性竞争，促进技术的革新和新产品的问世。两者的协

同作用，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用药保障，使生物医药制品技术的发展真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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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消费者。 

以血液制品为例，美国血液制品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市场化比较充分，

血液制品的价格和供给均由市场需求决定；而中国血液制品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

主要由政府主导。总体来看，美国血液制品市场供需较为平衡，市场增长主要靠

新产品和新适应症的推出；而中国血液制品市场供不应求，市场增长主要依靠投

浆量和产品价格的增长。中国血制品价格形成机制是以国家发改委定价为主，辅

以市场定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血制品，由国家发改委制定最高零售价，各省

市和企业根据地区和企业情况在最高零售价下调整；没有进入医保的，由各生产

厂家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报物价局等部门批准后执行。2010 年 3 月 23 日，

国家发改委调整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药品目录》，将人血白蛋白、人免

疫球蛋白、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人纤维蛋白原、人凝血

酶原复合物、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pH4)、人凝血因子Ⅷ、凝血酶、重组人凝

血因子Ⅷ等血液制品列入发改委定价目录中。除了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组织

胺人免疫球蛋白等少数品种之外，目前上市销售所有血液制品几乎全部列入定价

目录中。已上市销售但发改委尚未制定价格的，暂由生产经营单位根据现行市场

情况自行制定价格，但进入目录的所有品种，都会由发改委适时制定公布价格。 

相比较于美国血液制品受市场的影响，中国血液制品行业受政策的影响更大。

具体体现在：①美国血液制品市场发展比中国更加成熟，企业和浆站的建设体系

比国内更加完备，硬件设施条件更为优秀，因此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较小，并且

如果出现安全问题，行业调整的周期也会相对较短。②国际企业对于献血群体的

培育时间较长，拥有充足的血浆来源，因此产量受血浆原料的影响较小，能够通

过市场需求来调节产量。而中国血浆市场管理较为混乱，在改制后血浆市场的增

速较慢。 

4) 市场准入程序方面 

客观的说，中国的药品准入程序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美国的模式，但也存在

不同。中国新药上市申请的流程线路拉得比较长，而美国的相对比较短比较集中，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建厂后到真正组织生产花费的时间要比美国同仁长。尤

其是中国的企业如果建厂后不能很快拿到药品品种的批准文号，则只能等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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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处于劣势。此外，美国的 GMP 是一种动态的认证，是对药品生产过程的控

制，更侧重于现场；我国的 GMP 的目的是确认核定生产工艺的可行性，属静态

认证，无法囊括每一个产品，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一些大企业虽然通过 GMP 认证

仍可能发生严重的药品质量事故。如果对中美生物医药制品审批认证的不同之处

进行细化，则表现在： 

 申请阶段的划分 

美国将新药申请明确划分为 IND 申请和 BLA/NDA 申请，并详细列出不同的

申报资料要求。IND 申请和 BLA/NDA 申请对应于我国的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

生产申请，在对报送资料进行审核后，SFDA 依据技术评审意见对审批合格的分

别颁发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和新药上市批件。不同的是，美国在进行 IND 和

BLA/NDA 时，分别填写不同的申请表，而我国对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的生

产申请都填写《药品注册申请表》；并且，美国的新药申请和药物的注册是明确

分开的两个程序，FDA 将药品机构的注册和药品的登记归在一起，而与新药的申

请分开管理，但我国审批认证是将药品的注册、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生产申请统

一管理。 

此外，美国允许申请人单独申请 I 期或 II 期或 III 期临床试验，并列出相应的

不同要求，但我国现行法规没有对此进行细化，申请人往往是一次申请 I、II、III

期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限 

美国对临床试验不颁发批件，如 FDA 在收到 IND 申请后的 30 天内未提出反

对意见，申请人即可开展临床试验。我国对临床试验颁发批件，目前法规中规定

的审批时限是 90 天。 

 临床试验的病例数要求 

FDA 要求 I 期临床试验的受试者人数为 20～80 例，II 期临床试验的病例数为

几十至 300 例，III 期临床试验的病例数为几百至 3000 例。我国法规要求 I 期临

床试验的受试者人数最低为 20 例，II 期临床试验的病例数最低为 300 例，III 期

临床试验的病例数最低为 500 例。 

5) 对新型的生物医药制品的监管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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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品的监管原则是：既保证向社会提供安全、有效的医药产品，又能使

社会及时得到病患所需的，代表高新技术的新型医药产品。 

以组织和组织产品为例，该类产品是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一

大类新兴的生物医药产品。中国仿效了美国对于组织及组织产品的监管模式，采

用了注册认证的模式，且由于组织及组织产品可能带来病毒传染，两国的监管机

构均对此类产品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FDA 将组织和组织产品的监管模式由最

初的行业自律的形式改为强制的注册认证，并加大了对美国境内的组织库的监管

力度。 

6) 医药制品信息的公开 

生物医药制品的审批、规划、供给和监管要有透明度，公众有了解相关制度

的权利。药品异常反应等信息向全社会公开，从而减少受众及社会公众所面临的

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美国 FDA 在其网站上整合了各类信息资源和监管资源，建

立由疾病控制部门和药品监督部门共同管理的药品异常反应报告和监测体系，公

开的信息有利于和公众进行了有效的风险沟通，及时应对生物医药制品的安全性

问题。 

7) 对中药及保健食品的监管 

在我国，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植物药才属于中药。因此中药品种的

研发及使用必须遵循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这尤其体现在临床试验中对患者的诊

断及治疗过程，以及中药品种功能主治或适应症的描写方面。但美国植物药是在

西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美国现阶段不可能接受中医理论。中药在美国按药品注

册上市，必须遵照美国的西医理论重新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这就为中国医药企

业进入美国市场增加了注册认证的难度。对于中药企业来说，以“药品”名正言

顺的身份进入美国市场，一直都是诸多中国中药企业的目标。美国 FDA 的认证共

要进行三期临床。药品申报 FDA 必须通过审查、论证，最长需耗时 8-12 年，通

常花费高达 3 亿-5 亿美元的认证费用。业内人士指出，药品进入 I、II 期临床并

不是特别难，但一旦进入 III 期临床后，费用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风险性也更加

巨大，因此资金问题依然是阻碍中药企业完成认证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国是将保健类食品作为食品的一个特殊类别进行上市前逐一审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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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国家。对保健食品的管理模式是以公布的功效学评价方法审验产品功能宣传

的科学性。美国的“膳食补充剂”类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保健食品”，但它除了

受《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SHEA）管辖外，同时受另一部法案即《营养标

签与教育法》（NLEA）管辖，无需上市前审批。美国的膳食补充剂管理实施 FDA

备案制度，企业负责成分安全性和产品宣称的科学性。FDA 负责市场监管。这种

宽松的政策虽然营造了繁荣的市场，但也反映出一系列问题，其“健康声称”不

够客观和科学。 

产品标签宣传的管理是保健（功能）食品管理的关键内容。由于中国实施的

是产品上市前的审批，审批的内容之一是产品的标签标识。而美国采取的作法是

批准若干“健康声称”，产品如符合这些健康声称或是在标签宣传上使用营养成

分的“结构-功能声明”（大多数膳食补充剂均如此），则无需 FDA 审批而只是上

市前通报便可。 

美国的 DSHEA 对膳食补充剂的结构—功能宣称的管理似乎有些缺乏科学依

据，较宽松，易造成漏洞。新食物成分缺乏安全评价，取代原来的“食品添加剂”

审批程序，造成不安全可能，这些不足取。但其营养宣称方面的规定是有必要的，

将一些特殊营养食品的功能宣传与保健宣传分而治之，管理思路上比较清晰。 

美国在“膳食补充剂”和“营养/健康声称”方面的管理虽然有很多先进性，

但总的来讲，将保证产品的安全与功效的责任下放给企业，这在美国这样一个消

费市场相对成熟，生产企业科学化管理程度较高的国家尚且存在不少问题，其他

国家/地区更是无法仿效。因此，对于这些只是经过 FDA 备案（绝非审批）的、

通常以“膳食补充剂”名义进口的产品，我们应依照我国《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规定严格管理。同样，针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保健食品，企业应首先遵照美国有

关“营养与健康声称”的管理规定，也就是说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一样首先要在

标签要求上符合美国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健食品管理的标准法规有如其他卫生和技术贸易措施一样，需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要求制定和实施。在当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在标

准法规上尚无一致性指导意见的情形下，了解美国相关法规和标准，不仅有助于

完善我国的管理体系，而且对我国保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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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人员培训及管理规范方面 

因为有了科学的培训机制和完善的工作制度，FDA 的药品监管工作不仅维持

了高效的工作节奏，而且能有效防止行政行为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想出错都难。

即使如此，FDA 仍认为自己的管理制度并不完美，并总能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去纠

正和进一步完善自己。此外，就建立专业、独立和透明的药品监管队伍而言，FDA

更为注重人才的培养，除设立专门的奖学金计划吸引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和人才，

而且将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分为了新人培训、日常培训和优才培训三个层次。就监

管的透明性和有序性而言，FDA 的监督管理办公室（ORA）制定除了详细的工作

守则，规范和约束 FDA 监管人员的工作，如《调查操作守则》（Investigations 

Operations Manual，IOM），《监管程序守则》（Regulation Procedures Manual，RPM）。

提高了监管统一性。这些都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与具有百年历史的 FDA 相比，我国的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

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机制，提高审批和监管能力。此外，相关的法规和技术指

南也需要进一步的补充。特别是可以根据实际操作中发现和存在的问题，适时制

定相应的法规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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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美国生物医药制品注册认证壁垒及对企业的影响 

1. 美国生物医药注册认证特点趋势 

美国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源地，其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以及产业化居世界领先

地位。美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医药制品最为安全国家之一，一直力求使医药制品的

供应和使用逐步接近零点危险度。FDA 素有美国人健康守护神之称，其针对生物

医药制品的注册认证措施，令全世界的药品商对其又爱又怕，然而它的信誉和专

业水准又深得很多专家和民众的信赖。随着生物医药制品的不断涌现，美国建立

了综合性保证系统确保了生物医药制品的安全性，其注册认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 行政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对生物

医药制品行使极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2) 技术要求与审评尺度不断提升。随着新型生物制品的不断出现，FDA 对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逐步重视，对药品申报的技术要求及审评尺度是不断

变革，不断提升的，突出了对最新研究及风险评估的关注度，只有进行

了充分的研究、验证才有可能被批准上市。这就需要研发者时刻关注 FDA

对技术要求以及评审尺度的变化，不断提升自己的研发水平。 

3) 通过新药审批认证的难度增加。随着 FDA 对不同生物医药制品的技术规

范越来越细化，其技术要求及审评标准也逐渐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与现有大多数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生产企业研发和生产水平之

间的矛盾，从而使成功通过 FDA 新药注册认证的难度大幅增加。 

4) 审批认证费用昂贵。美国 FDA 的审批认证需要进行三期临床，生物医药

制品机构必须通过层层审查、论证，数据资料的准备量相当大并且耗时

长，最长需耗时 8-12 年，有时花费高达几亿美元。资金问题是生物医药

制品企业完成认证的最大障碍。 

2. 注册认证壁垒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FDA 严格的检测和评估在提供良好保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设置了贸易壁垒。

就国别市场而言，美国是我国药品出口的最大市场。2008 年共计对美出口 3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2%，占我国药品出口总额的 15.3%，而美国的 FDA 注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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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又异常繁琐复杂。因此，对美国生物医药制品的市场准入措施进行研究，对我

市生物医药制品行业的出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深圳是国家第一批布局的 3 个国

家生物产业基地之一，2010 年深圳生物产业规模超过 560 亿元，增速达 30%，

在生物医疗设备、生物医药等方面拥有很好的基础。未来 5 年，深圳生物医药年

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 2000 亿元，成为国内领先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然而，由

于 FDA在生物制品注册认证上的要求严苛，导致我市产品出口偏低，由注册认证

所产生的壁垒已对企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1) 生物医药制品行业 

组织及组织产品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是二十一世纪具有巨大潜力的高技术

产业，也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据欧盟调查，世界组织工程市

场目前约有 250 亿美元，年成长率 12%，美国市场则有一百亿美元，约占世界市

场的四成。FDA 对组织及组织工程产品的注册认证较为复杂，也较为棘手，生物

人工组织和器官几乎跨越了药物管辖的所有领域。FDA 针对细胞及组织产品还颁

布了良好组织规范（cGTP），该规范是 FDA 为实施“逐步实施细胞和组织衍生产

品的管理”而出台的规范，其目的在于在不增加不必要的要求的前提下保证产品

的安全性和质量，即保证人细胞和组织衍生产品的捐赠者没有传染性疾病和在制

造过程中细胞和组织不受污染并保持其完整性及功能。除此之外，FDA 还对预期

用于移植的人体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此形势之下，对于我市生产组织及组

织产品的企业，务必在生产环节中按照 cGTP 的要求，加大监管，提升法规检测

标准，严把产品质量关。 

我国血制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30 年代，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及壮大，目前已

取得一定的成就。特别是随着行业政策控制及法规标准提升，上游资源监管的强

化和措施的严格，血制品行业的秩序得到了有效的整顿。目前整个产业的年产值

约达 70 亿~80 亿元，低限度地满足了我国临床疾病预防及治疗需求，一部分产

品（主要是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生物胶等）还走出国门，实现对东南亚、中

东、北非、南美等非主流市场的出口；有些产品还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国

内生物制药企业累计利润前 100名中就有深圳市血液制品企业。然而，我市的血

液制品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出口到美国。与国际血制品大型企业相比，我国血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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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业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高科技的研发及应用上。对血液制品中那

些需进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的高技术含量治疗性产品，如，分离血浆制

品（α-1 蛋白酶抑制剂，抗血友病因子，抗凝血酶，C1 酯酶抑制剂，凝血因子，

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免疫球蛋白，蛋白 C，凝血酶）、传染病和血液血型及表

型的捐血血液筛选测试产品，FDA 设置了较高的审批标准。美国对血液制品较高

的注册认证壁垒对我国血液制品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对血液高科技研发技

术上的严格要求使得我国血制品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具体例如，从血浆分离技术

和产品结构上比较，血液中的 150 余种蛋白及因子，国外血液制品巨头能分离提

取 22～24 种，而我国最好的企业只能分离提取 10～11 种，一般企业只能分离提

取 3～4 种。②高端产品出口受限国外标准。在血液制品上一些成本的技术的开

发，并非我国一般小企业能承受，通常只为高端企业所用。显然，生产工艺流程

和配方设计的不同将导致终端产品的安全性、临床疗效、耐受性和副反应存在差

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血制品行业若不及时更新观念，加大监管，提升法

规检测标准，严把产品质量关，高瞻远瞩进入新产品增长点和积极介入新领域竞

争，那么血液制品产业与国外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 

就疫苗产业而言，我国的新疫苗研发集中在儿童疫苗上，处于价值链的下层，

受核心技术制约；而美国上市的疫苗多以联合苗、灭活苗、结合苗和基因技术苗

为主，处于价值链的上端，含金量高；且许多在美国上市的预防重大疾病的疫苗，

在国内仍难觅踪影，更不说治疗性疫苗。2011 年 3 月，中国疫苗监管体系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评估，使中国疫苗企业拥有了和海外疫苗产业巨头同等

的国际市场竞争资格。中国疫苗想要出口海外市场，可以通过 WHO 预认或者在

出口国进行产品注册。在获得 WHO 预认证后，疫苗企业就可以进入联合国相关

NGO 组织的采购清单，由这些组织采购，再通过他们进入不同的国家。截至目前，

尚未有一家国内疫苗企业的某一类疫苗产品通过 WHO 的预认证。其主要原因在

于国内疫苗企业在向 WHO 提出申请之前，必须首先通过新版药品 GMP 认证。

新版药品 GMP 要求疫苗生产企业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新的生产规范，

其涉及车间改造、风险控制以及安全评估等，这些对疫苗企业而言都是很大的挑

战，需要资金和时间。因此，目前国内疫苗企业基本上都是通过代理商在当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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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产品注册实现产品出口的，越是发达的国家注册要求越高。在中国疫苗监管体

系获得 WHO 认证之前，国内疫苗企业虽然已经通过在出口国进行产品注册实现

了出口，但出口份额都很小。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是国内一类疫苗市场（即国

家采购、免费接种的疫苗）的绝对霸主，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50 亿元，是全球

第四大疫苗生产商，但出口疫苗的比例仅占总销售额的不到 5%。中国疫苗行业

集中度比较低，整体创新和研发能力不足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对疫苗严格的

注册认证和上市后监管给出口企业设置了较高的壁垒，从而限制了国内企业相关

产品的出口。 

近年来，抗体药物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但是在客观上，抗体产业动物

细胞表达水平较低、发酵规模普遍偏小，与国际大型企业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特别是在高科技的研发及应用上。这一现状制约了抗体药物产业化的发展。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此方面技术保持领先，其严格的注册认证要求给我

国的出口药品企业设置了较高的壁垒，从而限制了国内企业相关产品的出口。在

此形势要求之下，生物医药行业必须及时更新观念，加大监管，提升法规检测标

准；同时，应在实践中将市场容量与发酵规模、发酵模式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

产业化模式，促使整个抗体药物产业健康发展，抗体药物就有可能在“十二五”

期间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全球抗体药物市场拥有一席之地。 

与国际大型企业相比，我国多肽、蛋白质类药品产业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治疗用蛋白类制品是 FDA 批准生物技术药品的一个重点领域。但是，由于蛋白类

制品物理化学稳定性差且由于其体内生物学性质不同于小分子化学药物，通常只

能注射给药，使用和保存十分不便。近年在蛋白多肽药物制剂新技术和新型给药

系统改善了蛋白多肽类药物的体内外的性质，可明显提高蛋白多肽药物稳定性和

吸收性。如，蛋白多肽药物经皮给药的研究以及提高蛋白多肽药物口服生物利用

度的研究等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另外，由于蛋白类药品可能触发免疫系统针对

蛋白制剂的不必要的免疫响应。其中的一种免疫响应为治疗用蛋白触发体内的 B

细胞产生抗体，抗体与这些治疗用蛋白结合，从而减少或消灭其治疗效果。这些

产生的抗体还能诱发危机生命的并发症。因此，确定治疗用蛋白制品临床安全和

效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既是测定它们触发抗体形成的趋势大小。FDA 在其网站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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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关注蛋白类制品的免疫性问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指南文件供业界参考。因此，

在进行这类制品的审批认证时，完成并提供这类制品的免疫性测试和检定材料对

药品的最终审批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 中医药和保健食品行业 

在我国，只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植物药才属于中药。因此中药品种的

研发及使用必须遵循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这尤其体现在临床试验中对患者的诊

断及治疗过程，以及中药品种功能主治或适应症的描写方面。但美国植物药是在

西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美国现阶段不可能接受中医理论。中药在美国按药品注

册上市，必须遵照美国的西医理论重新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这就为中国医药企

业进入美国市场增加了注册认证的难度。对于中药企业来说，以“药品”名正言

顺的身份进入美国市场，一直都是诸多中国中药企业的目标。美国 FDA 的认证共

要进行三期临床。药品申报 FDA 必须通过审查、论证，最长需耗时 8-12 年，通

常花费高达 3 亿-5 亿美元的认证费用。业内人士指出，药品进入 I、II 期临床并

不是特别难，但一旦进入 III 期临床后，费用和难度将会大大增加，风险性也更加

巨大，因此资金问题依然是阻碍中药企业完成认证的最大障碍。 

虽然进入美国市场的保健品生产商在上市前无需通过美国 FDA 的注册登记，

使得在美国市场生产保健食品的政策曾一度被认为较为宽松。但是由于美国市场

上的膳食补充剂产品生产厂家实在太多，以及市场上的膳食补充剂类产品质量良

莠不齐，故美国 FDA 曾于 2003 年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即在美国膳食补充剂行业

强行实施 GMP 认证并提请美国国会批准。但这一方案实际上并未严格实行。不

过，经过几年的努力，2007 年 FDA 正式颁布了《联邦管理法》（21 CFR Part 111）

《膳食补充剂生产、包装、标签或处理操作的当前良好生产规范（cGMP）》。据

悉，在 FDA 制定的美国膳食补充剂 cGMP 新法规中，美国 FDA 官员毫不隐讳地

声称：“我们认为，该新法规对众多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内外中小保健品生产企业

将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最终迫使一半左右的生产企业退出保健品生产领域。”

对于上述企业来说，厂房、生产设备 cGMP 改造所必需的巨大经济投入无疑会使

他们陷入财务困境。然而，能够通过认证的原料出口企业将获得极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 FDA 执行 cGMP 在国际上有较高的权威性，所以产品若得到美国 cGMP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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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国际市场上常常身价倍增。 

3. 总结 

从 2005 年深圳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纳入国家

总体发展布局开始，深圳市生物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

日益完善的产业发展环境。2010 年，深圳生物产业销售收入超过 500 亿元，同

比增长 30%，超过了另外两大新兴产业互联网（24.2%）和新能源产业（29.3%）

的增速，其中生物医药占 122 亿，产业规模位居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城市前列。深

圳市已将生物产业确定为高新技术的重点产业领域予以扶持，在政策、资金、用

地等方面都给予了倾斜和扶持，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根据

《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 年）》，2012 年深圳的生物产业销售收

入将达到 900 亿元左右，2015 年将达到 2000 亿元左右，成为我市高技术支柱产

业。 

在出口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反倾销、反补贴、

关税等其他市场准入壁垒。在目前的海关出口税则号中，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生

物医药税则号。若根据出口药品进行统计，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深圳

海关出口药品约为 6.26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 40.69 亿元。根据 2010 年 10 月国

家质检总局《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2010）》，参考 2009 年国外技术性

贸易措施给广东省外贸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和新增成本（比例分别为出口额的

2.33％和 2.80％），则保守估计 2010 年深圳药品由于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

直接损失约 1460 万美元，新增成本约 1753 万美元。这预示着深圳的生物医药出

口在显著增长的同时，预期技术壁垒带来的生物医药产业损失额也将呈现逐年快

速增加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美国的对生物制品的监管体系复杂但完备，拥有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和详细

的部门规章。随着我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突破注册认证等市场准入壁垒

将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在出口美国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本项目未雨绸缪，针对美

国这一潜在生物医药制品主要出口市场的注册认证制度进行了研究，希望本报告

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跨越注册认证壁垒，增加出口；并且也希望借此报告，能够

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技术政策和市场准入技术规则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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