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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江 清史

日本制药工业协会 国际委员会

2019年7月10日（周三）于成都

第二届日中药典研讨会

日本创新药企业对中国药典的认知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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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工作内容
 协会介绍

 为ICH指南的实际应用而实施的各种活动

 在中国的活动内容

对中国药典的期待与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
建言
 业界问卷结果

对中国药典的期望
 来自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致谢与建言

今日内容



• 会员公司为加盟于IFPMA的71家（日系

５３家、外资１８家）创新药企业。

• 设15委员会

• 2018年创立50周年纪念

• 与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ICH)、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

(PhRMA)及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

(EFPIA)紧密合作

• 会员企业在日本的年度的含新有效成分

的批准数 (NME)为44个品种(2016年）

同年US FDA的新有効成分批准数为22个

品种。

• 成员公司的2014年销售总额约为10.8兆

日元（调查对象31家公司）

日本制药工业协会（制药协）的介绍

制药协概要
制药协
产业愿景
2025

出典：製薬協DATA BOOK 2017

US: FDA       NME: New Molecular Entity

制药协 产业愿景2025

提供给世界的创新药

领先的创新药牵引
新时代的医疗

支持实现健康发达国家
心悦健康长寿社会

向世界80亿人
提供创新药品

作为高附加值产
业引领日本经济

志存高远得以信赖的产业



じほう社：ICH改革とICHガイドライン解説～国際調和の新展開～ より改変

与ICH的配合 –ICH组织－

2018年6月
当选ICH管理委员

会成员

NMPA



日本监管部门与制药产业界的交流・互动

• 在日本监管当局从管理层到执行层面与产业界的交流沟通的构架是
明确的，通过这样的框架构成，产业界亦得以配合实施ICH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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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查相关的业
务
研讨WG（核查
WG新药・核查
WG再审查）

着眼于审评的有
关临床试验沟通
交流的运用方法
WG（沟通交流
WG）

有关审评审批的
技术事项WG（审
评WG）

面向利用电子数
据申请构建体制
的SWG

有关Gateway及
eCTDv.4.0.运营相
关的SWG

实操层面的调整

说明书
WG

运营评议会

WT1
RMP
相关

WT2
说明书
相关

WT3
药剂疫学･

数据库利用
相关

CWT（WTの进程管理、WT间的协调

开会讨论
成果汇报

开会讨论
成果汇报

安全对策业务的定期意见交换会新药定期意见交换会

高
层

中
层

实
操
层



举办指南说明会

6

ICH Q12 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2018年3月由日本制药团体联合、日本制药工业协会、厚生劳动省及药品医疗器
械综合机构（PMDA）共同主办，在大阪及东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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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药局方中编入的ICH试验法

JPMA支援研修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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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召
开中日药品医疗器械交流会＞

第三次中日药品医疗器械交流会站在高
维度视野，共享了药事法规、国际协调、
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发最新信息。

（中国方演讲的汇总）
• 国际合作司秦副司长以《中国的药品监管改革及国际合作状况》为题、药品注册管理司刘

副处长以《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最新进展》为题、药品审评审批中心周副主任以
《中国加入ICH后的状况及未来计划》为题进行了演讲。

• 作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法规改革的成果，列举了初步构建了科学监管体制，增强了审评审批
的透明性，提高了药品质量及审评的效率，极大缓解了审评积压等内容。

• NMPA通过推动创新的各种政策，参与到全球同步研发中，实现消除药滞的同时，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与时俱进。

• 介绍了以2017年6月加盟ICH为入口，2018年6月成为ICH管理委员会成员，明确路径与时间
表，编写了中文版并对外发表实施、培训、实施过程中解决遇到的问题。

第3次官民访华代表团



9

CCFDIA/JPMA 缔结MOU

2018年12月4日就2019年将在中国实
施的ICH活动缔结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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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工作内容
 协会介绍

 为ICH指南的实操而实施的各种活动

 在中国的活动内容

对中国药典的期待与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
建言
 业界问卷结果

对中国药典的期待
 来自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致谢与建言

今日内容



实施期间：2019年3月15日～3月25日

对象：日本制药工业协会（亚洲部会）及北京药品部会

问询项目：
2016年3月以后，在中国的药品申报・补充申请・再注册过程中基于按药典标准而
受到困扰的事例。

大框分为3部分
１．凡例、通则（制剂通则、一般试验法）：ChP第４部
２．医薬品各条（Monograph）：ChP第２部、第３部
３．药用辅料

各项目中苦于应对的事例
１）项目（凡例、制剂通则、一般试验法、各药品条）
２）ChP的具体内容
３）苦恼事项（包含与国际标准的不同）

４）应对策略
５）结果
６）改善或修稿的期望／提案

问卷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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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数：32家／37家

有答复

86%

无答复

有答复的公司中
有事例的：19社／32社

有事例

59%

无事例

回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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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

84%
8% 8%

生物制剂

其他

0 5 10 15

其他(包括不明）

疗效／剂型追加

再注册

上市后补充申请

上市申请

申请临床

【申请分类】

【药品种类】

年 件数

2015 ６

2016 ６

2017 ３

2018 10

2019 ８

On going ２

不明 ２

【時期】

回答事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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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事例总数 不同内容的事例数

凡例／通则 18 凡例：１
制剂通则：5
一般试验法：12
其他：3

药品各条 11 自己公司的与他国药典的差异：6
其他公司的与他国药典的差异：0
其他：5

辅料 14 ChP未收载：１
与ChP收载品种的差异：7
与ChP试验法的差异：4
其他：２

事例数包含复数回答。

回答事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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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CH指南、三边药典的差异

 一般试验方法：ICH Q4B*附件中提出的试验方
法

*Q4B:在ICH地域内为能相互利用药典内容而作的评价及劝告

 有关物质的质量标准设定

 进口药品及用于进口药品的原料药、辅料的质
量标准设定

特别是广泛应用于生物制品生产中的辅料
「聚山梨醇酯80」的规格

问卷回答：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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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回答：summary

中国药典的收载流程

 药典收载新条目时的流程不明确，企业难以把
握住建议或建言的机会。

中国药典的运用

 为应对新规设定过渡期。

 要求已上市品种符合最新中国药典要求：应对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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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试验方法/Gl相关事例

一般试验方法名称 试验方法编号 事例件数

微生物限度试验

1105 ４

1106 ５

1107 ３

有关物质 ４

无菌试验法 1101 3

溶出试验法 0931 2

定量法 １

含量均一性试验 0941 1

崩解试验 0921 １

粘着力测定法 0952 １

原料药及制剂稳定性试
验指导原则

9001 １

事例数包含复数回答。



微生物限度试验

中国薬典<1105, 1106, 1107> 日本薬局方<4.05> ICH harmonized

Growth promotion of the counting media and 
suitability of the counting method
仅指定CMCG菌株

「培养基性能、测定方法的适用性及阴性对照」
ATCC, NCTC, NCIMB, NCPF, CIP株等：各菌种均为复数
菌株

希望
标准菌株的国际标准化 or 认可他国药典中的标准菌株
若无法中和抗菌活性，希望免除标准化的要求

在日本无法获得指定的标准菌

在高抗菌活性的抗生素中，因试验设定困难导致研发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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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物质

 设定制法中未检出的有关物质的标准（分析验证的要求）

 溶解后、制成制剂后时间变化引起的有关物质增加的应对

 对于已上市品种，要求适用于最新ChP, EP等的有关物质研
究指导原则的要求（需要再次试验或进行全套研究等）



无菌试验法

中国药典<1101> 日本药局方<4.06> ICH harmonized

Test for sensitivity of medium

仅指定CMCG菌株
「符合培养基性能试验及方法适用性试验的菌株」
ATCC, CIP, NCTC, NCIMB, NBRC, CIP株：各菌种均复数例示

Method suitability test-Tested strains and 
preparation of inoculum
培养基性能试验中指定菌之内
从P. aeruginosa→E. coli（CMCC株）替换

方法适用性试验
与培养基性能试验相同的菌种

Positive control/ Negative control
与培养基性能试验相同的菌种（CMCG株）

仅Negative control（确认试验有效性）

希望

标准菌株的国际标准化 or认可他国药典中的标准菌株
试验方法的国际标准化；
废止阳性对照→作为方法适用性试验已确认
方法适用性试验：E. Coli未进入协调法中→变更为P. aeruginosa

指定在日本无法获得的标准菌

阳性对照＝对将标准菌作为常用菌的担忧

根据各国药典需分别进行多项试验，极为繁杂



辅料规格：聚山梨酯（吐温）80

中国药典 日本药局方 ICH harmonized

Polysorbate 80 (For Injection)

Oleic acid: NLT 98.0%

Myristic acid, palmitic acid, palmitoleic acid, stearic acid, 

linoleic acid, linolenic acid: NMT 0.5% each

脂肪酸含量比
• 油酸は58.0％以上
• 十四烷酸は5.0％以下
• 棕榈酸は16.0％以下
• 棕榈油酸酸は8.0％以下
• 硬脂酸は6.0％以下
• 亚油酸は18.0％以下
• 亚麻酸は4.0％以下

要望

希望给予根据用途进行选择的空间
• 建议按“I/II”进行分类，而非For Injection
• 作为参考，根据安全性数据等的担保，建议记载允许使用Polysorbate 80
• 作为生物制品用另行制定 等

是生物制品等广泛使用的辅料，但在ChP中按For Injection收载，

标准极为严格，成为申报工作的障碍。

 关于聚山梨酯80，多数公司均持上述相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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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工作内容
 协会介绍

 为ICH指南的实际应用而实施的各种活动

 在中国的活动内容

对中国药典的期待与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
建言
 业界问卷结果

对中国药典的期望
 来自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致谢与建言

今日内容



对中国药典的期望

关于作为业界观察员参与中国药典2020制作

在去年的本论坛中确定了作为业界观察员可以参加一事。

希望在华日本商会工业第三分科会生命科学小组/北京药品

部会的成员能够以业界观察员的身份有机会参加到现在正在

进行的2020年版中国药典的编辑工作中。



「结语(Take home message)」

・药典的国际协调对于中国社会是一较大貢献，将进一步

改善中国患者的药品可及性。这也是在座的各位的共同目
标。

・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着眼于“实现患者参与型医疗”，通
过研发划时代的新药，为中国乃至世界医疗做贡献。日中
产业界通过解决共存的问题，深化对药品的理解等活动，
以中国为中心开展了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业务。特别是通过
强化政策制定和建言，应对国际化，加强宣传体制，致力
于促进日中制药产业的健全发展。



中国药典中融入ICH Q指导原则的工作正在迅速推进，各
国药典间的规则协调亦取得进展，对改善中国患者的药物可
及性抱有极大期待。

我相信，各国药典间的规则协调将成为日中药事制度国
际协调的基石。

「结语(Take ho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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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倾听
祝研讨会成功！



备用

【アジア部会内部会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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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0931> 日本药局方<6.10> ICH harmonized

Interpretation (conventional-release)

1) Each 6: NLT Q

2) 1-2 of 6:failed but NLT Q-10

Average of 6: NLT Q

3) 1-2 of 6: failed but Q-20 to Q-10: NMT1

Average of 6: NLT Q

→add 6

1-3 of 12: failed but Q-20 to Q-10: NMT1

Average of 12: NLT Q

判断方法（普通制剂）
判断方法（协调方法）
S1：6个每个在Q+5%以上
S2：12个的平均在Q以上且无Q-15%未满的
S3：24个的平均在Q以上且不足Q-15%的在2个以下，无不
足Q-25%的
判定方法（旧日局方）
6个每个均适合，不适合的在2个以下的情况追加6个，共12

个中10个以上适合。

希望 判定方法的国际标准化

包括Q值的定义以独自的判定方法无法实现放行的标准化。

溶出度试验法



制剂均匀性试验

中国药典<0941> 日本药局方<6.02> ICH harmonized

AV=|100-X|+2.2s;

NMT L: complies

MT L and |100-X|+s is NMT L: +20 dosage form….

10个的平均值在98.5～101.5%: AV=2.4s

<98.5%: AV=98.5-X+2.4s

>101.5: AV=X-101.5+2.4s

AV不超过 15.0%时为合格
超过情况追加20个

希望 判定方法的国际标准化

独自设定判定值（AV）无法实现放行标准化



ICH Q4B
在ICH地域内为相互利用药典内容的评价及提示

附件中记载的试验方法
• 灼烧残渣
• 注射剂的装量试验法
• 注射剂的不溶性微粒子试验法
• 微生物限度试验法及非无菌药品的微生物学的质量特性
• 崩解试验法
• 溶出试验法
• 无菌试验法
• 片剂的磨损度试验法
•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電気泳動（SDS-PAGE）
• 毛细管电泳（CE）
• 粒度检测法
• 体积密度与堆密度测定法
• 内毒素试验法
• 制剂均匀性试验

＜参考＞试验方法的协调

如能以这些试验法得以协调
为目标，将不胜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