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药典的沿革及今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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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Executive Director）

矢守 隆夫（Takao Yamori）, Ph.D. 



今日内容

１．厚生劳动省/PMDA介绍

（PMDA在医疗创新上的措施等）

２．日本药典的法律地位和沿革

３．响应国际化和日本药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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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劳动省与PMDA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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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的审评，
并拟定安全措施

 开展GCP和GMP检查

 临床试验咨询等

 批准的最终判断

 发布指南/指导原则

 设置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
会等

 监管PMDA等

PMDA厚生劳动省
（医药和生活卫生局）

http://cbgrn/scripts/cbgrn/grn.ex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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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

审评管理部
药品标准课

草案讨论
委员会

报告

厚生劳动省

日本药典

拟订草案

公布

询问

答复

委托

厚生劳动省与PMDA之间的关系（药典）

委托讨论

讨论结果



PMDA和日本药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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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

审评

救济安全

药典制订与审批在PMDA内部完成

PMDA的安全三角

审评行政办事处

疫苗和血液制品办公室

OTC/准药办公室

非临床和临床合规性办公室

突破产品审评协调官(Sakigake)

研发药事协商协调官

细胞和组织产品办公室

仿制药办公室

体外诊断办公室

新药办公室I-V

审评管理部

医疗器械办公室I-II

药物再审查协调官

创新成果实际应用协调官

医疗器械标准和合规性办公室

药品标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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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A在医疗创新上的措施（设置科学委员会）

大学等学术界

PMDA

RS战略咨询

基础研究

源于日本的药
物研发和设备

技术

非临床
试验

临床
试验

质量
试验

实用化

创新药品和
医疗器械

药品、医疗器械、再生医疗产品 审评部 安全部

临床试验咨询 审批审评

审批
申请

科学委员会事务局

牵线搭桥

批准

关于先端科技应用产品的评估方法，从基础技术阶段开始，到开发支援、审评审批、上
市后安全措施的各个阶段，通过与学术界和审评员等交换意见，总结现阶段的思路后给
予评估方法等方面的建议。

上市后

上市后安
全措施

作为委员参与
（从基础研究乃至实用化、上市后的各个领域）

① 有必要在理解研究内容后，对先端科技领域开展审评和咨询业务。
② 有必要从申请前的非临床、临床试验，或者萌芽阶段开始对先端科技技术给予确切的咨询和建议。
③ 为不断地培养审评员，有必要与学术界开展密切合作。

科学委员会

背景（围绕PMDA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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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外部机构，审议PMDA审评等业务科学方面的有关问

题

○ 成立：2012年5月14日

○ 作用：对创建先端科技应用产品的应对方针和指南所提

供的建议进行汇总

○ 委员结构：医齿药工等领域的外部专家（约20人）

○ 会议：闭门会形式。但原则上会公布会议记录

○ 成果：共创建11份报告

何谓科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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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2012年5月～2014年3月）

第２期（2014年4月～2016年3月）

• 药品的开发和关于审批审评相关个性化医疗的现状评估的讨论总结
• 关于抗癌药物的非临床药理试验的总结
• 关于基于iPS细胞等生产的细胞组织加工产品的致癌性的议论总结

• 安慰剂对照试验的现状和思路
• 关于在抗肿瘤药物开发过程中采用非临床试验的建议
• 关于在整形外科植入物的强度评估中使用数值分析的报告
• 关于如何评估儿童用医疗器械的讨论总结
• 关于确保再生医疗等产品质量的基本思路的建议

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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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促进罕见癌症临床发展的课题和建议2017 —从学术界和监管科学
的角度出发”

（概述）提取并整理了进行罕见癌症的药物研发与临床试验所需的环境和实施临床试验时的注意点，从学术界和监管科
学的角度提供了能有助于有效开发的方案策略。

※向『Cancer Science』杂志投稿英文版摘要，并得到了采用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rapeutic Development for Rare Cancers in Japan, and Proposals for 
Improvement” 首次发布日期：2018年5月17日 https://doi.org/10.1111/cas.13568

②“通过同学术界和企业间合作促进药物创研的课题和建议2017 —在日
新月异的科学中”

（概述）面向源于学术界的药物创研，提取学术界同企业合作方面的问题点，提供消除分歧的方案策略。

③“关于利用了ＡＩ的医疗诊断系统和医疗器械等的课题和建议2017”
（概述）通过研究不同于现有技术的“作为AI的新要素”，提示了其特征、风险，以及使用时的注意点。

※向『Advanced Biomedical Engineering』杂志投稿英文版摘要，并得到了采用 卷 7 (2018) 页码：118-123 
https://doi.org/10.14326/abe.7.118 

在第3期科学委员会中，于2017年度汇总了以下3份报告。
已在HP中公开 日语：https://www.pmda.go.jp/rs-std-jp/outline/0003.html

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第３期（2016年4月～2018年3月）



１ 耐药性细菌感染治疗药的临床评估

总结与针对罕见发生的耐药性细菌引起的感染的治疗药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相关的研发阶段至制造销售后的信息收集及其评估方法方面的注意事
项等，以便用于今后的审评审批和临床试验咨询。

２ 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的药品等的风险评估思路

俯瞰作为利用基因组编辑技术的药品等具有的风险可能会发生的、在
目的之外的基因组ＤＮＡ部位发生变异的可能性（非靶标）、所有细胞未
发生目的变异的现象（马赛克）等，现在能考虑到的风险，就如何对这些
风险进行评估，总结思路，以便用于今后的审评审批和临床试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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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科学委员会的主题



２. 日本药典的法律地位和沿革

11



日本药典的法律地位

日本药典基于《确保药品、医疗器械等的质量、有效性以及安全
性等的相关法律》（药品医疗器械法——即日本药事法（译者注））（1960年第
145号法律）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为确保药品的性状和质
量的适当性，厚生劳动大臣在听取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的意见
后制定的药品质量规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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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医疗器械法第41条

为确保药品性状和质量的适当性，厚生劳动大臣在听取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
会的意见后制定日本药典，并予以公示。

为使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能至少每10年对日本药典展开全面的研究，厚生
劳动大臣在对其进行修订时，必须咨询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



日本药典的历史

 药典是对在我国（日本）使用的药品加以规定，是控制质
量的法律文件…

摘自《日本药典选集》（明治13年（1880年）10月6日）

⇒ 关于药物的使用，各发达国家在当时便已有本国药典，并制定了一定
的标准供医疗界使用。由于日本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标准文件的制度，因
此即使是具有相同名称的药品，其活性成分也可能因进口国的不同而异，
并有一部分非法假冒品流入市场，引发了医疗混乱。

（出处：《纪念日本药典公布百年》（昭和61年（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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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务省卫生局长的长兴专斋委托荷兰人盖尔茨（ Herz、A. 
J. C. Geerts）拟定了草案，其在司药场（药检所）提供
指导。

 于明治10年（1877年）参考以荷兰药典为主的欧美药典草
案完成。

初版日本药典制定的步骤

日本药典草案（1877）：国立药品食品卫生研究所藏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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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药典草案（1877）：国立药品食品卫生研究所藏书



第一版日本药典的制定

 在外教J. F. Eijkmsn、Geerts和A. Langgard等协助下完成编辑，并于
明治19年（1886年）公布。于明治21年（1888年）出版拉丁文版，并于
明治23年（1890年）出版注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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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二次修订版（1888年～1891年）开始，仅由日本人进行
修订。
公布药品营业和药品处置规则（药律）（1889年）
设立大日本制药会社。着手生产日本国产药品。（1885年开

始开工）
公布卫生试验所的官方体制（1887年）
设立私立药学校（东京药科大学的前身）（1888年）

 从第三次修订版（1906年）开始废止拉丁语版本，发行英语版。

修订版药典的沿革和药事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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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昭和23年（1948年）公布（旧）药事法，并同时制定
《国民药品集》（之后的日本药典第2部的前身 ）。

 在昭和36年（1961年）执行的（新）药事法中，基于新药
品的急速进步和试验方法的发展等，以编著符合日本国情
的药典为目标，进行了第七次修订。
废止《国民药品集》，变为了由两部组成的药典。

修订版药典的沿革和药事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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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修订的历史

Edition 发行年

JP1 1886

JP2 1891

JP3 1906

JP4 1920 

JP5 1932 

JP6 1951 

JP7 1961 

JP8 1971 

JP9 1976 

JP10 1981 

Edition 发行年

JP11 1986 

JP12 1991 

JP13 1996 

JP14 2001 

JP15 2006 

JP16 2011 

JP17 2016

JP18 2021
（预计）

 根据药品医疗器械法第41条，需要至少每10年进行一次全面修订
 近年来，每5年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并在这5年内公布了2个增补本



JP17

（2016年3月7日公布）

JP18

预计2021年公布

JP17第一增补本

（2017年12月1日公布）

JP17第二增补本

（2019年6月左右公布）

 JP18制作基本方针（5大支柱）
(2016年10月报告)

 JP18草案编制纲领
（2017年1月发布）

JP18的发布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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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7第二增补本概要

 新收录一般试验法

 新收录参考信息

项目 备注

2.26 拉曼光谱测定法 工程内管理试验

2.66 元素杂质试验法 ICH-Q3D相关

6.16 半固体制剂的流动性测定法 延展性试验法／稠度试验法

6.17 蛋白质药品针剂的不溶性微粒子试验法 针对蛋白质药品针剂的光遮蔽粒子计数法

项目 备注

制剂中的元素杂质管理 ICH-Q3D相关

源自宿主细胞的蛋白质试验法 三明治免疫学方法

有关化学合成药品原药及其制剂的
杂质的思路

ICH-Q3A/B相关

质量源于设计（QbD）、
质量风险管理（QRM）和
药品质量体系（PQS）相关术语集

ICH Q四大指南相关



“JP18制定的5大支柱”

（1）全面收录重要的医疗保健药物

（2）通过积极引进最新的学术和技术来提高质量

（3）进一步推动国际化以应对药品全球化

（4）根据需要及时进行部分修订并通过行政部门顺利执行

（5）确保JP修订过程的透明性并推进JP的普及

《关于制定第十八次日本药典修订版的基本方针》

（平成28年（2016年）8月25日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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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国际化和日本药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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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18制定的5大支柱”（响应国际化）

１．日本药典的作用和性格－官方、公共、公开的药品质量规范文件－

… 另一方面，日本药典在成为日本保健医疗上的重要药品清单的同时，
在国际社会中也一直致力于确保药品质量超越国家水平，要求在维持和
确保先进性和国际一致性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作出应有的贡献

２．制作方针－日本药典修订的5大支柱－

（1）全面收录重要的医疗保健药物

（2）通过积极引进最新的学术和技术来提高质量

（3）进一步推动国际化以应对药品全球化

（4）根据需要及时进行部分修订并通过行政部门顺利执行

（5）确保JP修订过程的透明性并推进JP的普及

《关于制定第十八次日本药典修订版的基本方针》

（平成28年（2016年）8月25日药事和食品卫生审议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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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A国际战略2015

战略２ 推进药事法规的国际化和国际合作

1) 推进日本药典的国际化

①通过欧洲药典、日本药典和美国药典的药典讨论组（PDG），
进一步促进日美欧药典的国际协调性。

②积极将基于最新科学的质量保证思路纳入日本药典中，推进让
其他国家/地区以日本药典作为参考药典的进程，为提升国际
上流通药品的质量做贡献。

在制定过程中接受了由厚生劳动省发起的“国际药事监管调和战略～监管科学 倡议～”

愿景Ⅱ．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PMDA为了能够尽早为全世界的患者提供更为有效、更为安全的药品、医疗
器械和再生医疗产品等，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推进监管协调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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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药典会议

【目的】

讨论世界各国药典之间的信息交流、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调等（由WHO主
导，2012年开始）

【主要活动】

策划药典质量管理规范（Good Pharmacopoeial Practices；GPhP)

※旨在通过GPhP，基于利益相关方对药典创建的深刻理解和全球合作，进行
药典标准的协调和标准认证

于2016年9月在东京召开第7次会议。约有50名来自WHO和14个国家地区
的药典代表出席了该会议。

讨论制作有关药典合作、药典具有的意义的白皮书等。(第10次会议:2019
年3月、地点：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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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Pharmacopoeial Practices；GPhP



于1989年开始，由日本药典(JP)、欧洲药典（EP)、美国药典
(USP)轮流召开，通常1年召开1~2次会议。

※WHO自2001年5月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活动的目的
统一试验方法和合格判定的判定标准，减轻开展试验的制药
企业的负担
统一药品生产中共通的辅料的质量标准
在国际上保持最佳的科学水准

活动的主要对象
检验方法（理化学试验法、制剂试验法、物理性质试验法、
微生物试验法、生物制剂相关试验法等）
药用辅料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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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药典、日本药典和美国药典的药典讨论组（PDG）的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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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Q4B指南（利用PDG调和试验法的审评）

Annex编号 调和试验法
1 强热剩余部分试验法
2 针剂的提取容量试验法
3 针剂的不溶性微粒子试验法
4 微生物限度试验法和非无菌药品的微生物质量特性
5 衰变试验法
6 制剂均匀性试验法
7 熔析试验法
8 无菌试验法
9 药片的磨损度试验法
10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
11 毛细管电泳法
12 粒度测定法（筛分法）
13 松密度和振实密度测定法
14 内毒素试验法

下面的PDG调和试验法是Q4B指南各Annex中被评价为具有在ICH地区内相互利
用的可能性，评估结果被用于各监管当局的审评中。

ICH Q4B指南
《为在ICH地区相互利用药典文本的评价和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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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药典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6年９月13日 地点：P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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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届日中药典研讨会

2018年6月21日 地点：上海（中国）
https://www.pmda.go.jp/int-activities/symposia/0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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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JP修订过程的透明性并推进JP的普及

 JP18制作基本方针－日本药典修订的5大支柱－
（1）全面收录重要的医疗保健药物
（2）通过积极引进最新的学术和技术来提高质量
（3）进一步推动国际化以应对药品全球化
（4）根据需要及时进行部分修订并通过行政部门顺利执行
（5）确保JP修订过程的透明性并推进JP的普及

 药典制作指针（GPhP）
6.1.2 Open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Pharmacopoeial standards are based on current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eflect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 and FPPs available.
Pharmacopoeias ensur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of monographs and other texts, which includes…

公开制作基本方针、由多种委员构成、发行英文版和公开征集意见 等



日本药典
草案讨论委员会

委托讨论

讨论结果

业界・药剂师会等

协调意见

国民・相关人员

公开征集意见

业界大学 研究机关

作为委员参与

在PMDA内设置以外部专家为主的
日本药典草案讨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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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种药典相关人员合作

※日本药典委员会的委员构成示例

业界委员

PMDA专员

专员（审评新药）

大学・研究机关的
教师・研究人员

基于业界团体的
推荐选任



日本药典（英文版）的发行

翻译

目标在约半年后发行并公开英文版

由专员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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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可免费下载完整版

http://www.pmda.go.jp/english/rs-
sb-std/standards-
development/jp/0019.html

http://www.pmda.go.jp/english/rs-sb-std/standards-development/jp/0019.html


公开征集对英文版的意见

于PMDA的官方主页上公开征集对JP的意见。

自2015年开始尝试同时用日文和英文公开征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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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后的期望

• 在与包括业界和学术团体等在内的多种药典相
关人员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瞄准世界标准和科
学水准的标准。

• 推进对日本药典和中国药典的相互理解，继续
加深日中之间的药事管理交流。

• 基于药典标准确保质量、有效地用于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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