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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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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的定义

ICH  Q7 原料药的GMP指南
• high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r toxicity …(e.g., certain 

steroids or cytotoxic anti-cancer agents) 

高药理活性或毒性的……（例如，某些类固醇或细胞毒性抗癌药物）

• highly sensitizing materials, such as penicillins or 

cephalosporins.

高致敏性物质，如青霉素或头孢菌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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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的定义

ISPE Baseline-Risk Based MAPP
ISPE 基准指南-基于风险的制药产品生产

根据识别危险药物并按照风险评估排序的标准

• 基因毒性化合物是已知的或极有可能使人致癌的物质

• 在低剂量给药时会产生生殖和/或发育影响的化合物

• 在低剂量给药时会产生严重的靶器官毒性，过敏性休克，

或其他重大的不良反应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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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的定义

EMA   产品基于风险的预防交叉污染的实施以及如何在多产品共线
时使用风险识别建立健康接触限度指南
问答2：什么产品/活性物质被认为是高危的？

1. 已知的基因毒性（尤其是致突变）化合物或极有可能是人类致癌物。这一组的化合物很容易辨认，

因为基因毒性与药理学相关，例如 DNA 烷化细胞抑制剂，而且其应用通常只限于在产品特性总结

中用各自的警告声明作肿瘤标记。

2. 低剂量可产生生殖和/或发育作用的化合物，例如有证据表明这种作用在临床剂量<10 mg/天

（动物剂量相当于 0.02 mg/kg）或者在动物研究中剂量≤1 mg/kg/

天时可产生。

3. 低剂量即可产生严重的靶器官毒性或其它严重的不良反应的物质，如有证据表明这种作用在临床

剂量<10 mg/天（动物剂量相当于 0.02 mg/kg）或者在动物研究中剂量≤1 mg/kg/天时可产生。

4. 具有高效药理作用的物质，即推荐的日剂量<1  mg（动物剂量相当于 0.02 mg/kg）。

5. 具有高度潜在致敏性的物质。

5/44



阳光·务实·简单·高效6/44

双刃剑

病人—救命
操作人员—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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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法规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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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edicated facilities are required for manufacturing when a medicinal product 

presents a risk because:

……当药品呈现下列风险，制造需要用专用设施：

ii. scientific data from the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does not support a controllable 

risk (e.g. allergenic potential from highly sensitising materials such as beta lactams) 

or

毒理学科学数据无法支持对风险进行控制（例如，类似于β-内酰胺一样的高致敏物料）……

3.24 Highly active materials or products should be stored in safe and secure areas.

高活性物料或产品应存放在安全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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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When working with dr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special 
pre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ust.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he handling of 
highly active or sensitising materials.

在处理干燥物料或产品时,应采取特殊措施，防止粉尘的产生和扩散。这尤

其要应用在处理高活性或敏感物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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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background)  第一章：简介(背景)
During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inal products accidental cross-contamination can 
result from the uncontrolled release of dust, gases, vapours, aerosols, genetic 
material or organisms from active substances, other starting materials, and other 
products being processed concurrently, as well as from residues on equipment, and 
from operators’ clothing. Due to the perceived risk, certain classes of medicinal 
product have previously been required to be manufactured in dedicated or 
segregated self-contained facilities including, “certain antibiotics, certain hormones, 
certain cytotoxics and certain highly active drugs”. Until now no official guidance is 
available in order to assist manufacturer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dividual 
products within these specified classes. Chapters 3 and 5 of the GMP guideline have 
been revised to promote a science and risk-based approach and refer to a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reshold values for risk identification.
在药品生产期间过程中，来自原料药、其它起始物料和其它正在生产的产品的粉尘、气体、
蒸汽、气溶胶、基因物质或有机物，以及来自设备上残留和操作人员服装的上述物质，均可
能导致对药品的意外交叉污染。由于已经感知的风险，先前已要求在专用或隔离的自我封闭
设施中生产某些类别的药品，包括“某些抗生素、某些激素、某些细胞毒性及某些高活性药
物”。直到现在没有正式指南来协助生产企业区分这些特定类别中的单一产品。已修订的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指南第三章与第五章推动了科学与基于风险的方式，并参考“毒理学评
估”来建立阈值从而对风险进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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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
产品基于风险的预防交叉污染的实施以及如何在多产品共线时使用风险识别建立
健康接触限度指南问答
问题1：公司必须所有产品都建立健康接触限度(HBELs)吗？

问题2：什么产品/活性物质被认为是高危的？

问题3：职业接触限值(OELs)或职业接触范围值(OEBs)可用于支持评估产品来确定他们是否可能是高危的吗？

问题4：HBELs的计算可以只根据临床数据吗（如根据1/1000的最低治疗剂量建立HBEL）？

问题5：可采用LD50来确定HBEL值吗？

问题6：如何建立清洁目的的限度？

问题7：抗寄生虫药物可以在普通设备中和其它种类的人用或兽用产品一起生产和原包装吗？

问题8：在同一设施中生产不同种类的兽用产品时应考虑哪些方面？

问题9：检查员应如何确定毒理学专家开发HBEL的能力？

问题10：HBEL模式如何运用到早期阶段的可用数据有限的调查用药品（IMPS）？

问题11：儿科药品与成人用药品或动物用药品共用设施的情况下，HEBLs需要调整吗？

问题12：在符合GMP第 5章20节的要求方面HBELs起到什么作用？

问题13：简单地将高危产品隔离于一个专门的区域作为控制交叉污染风险的手段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14：应用指南中采用的致突变产品1.5μg/人/天概念的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来建立一个HBEL是一

种可接受的默认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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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cGMP

§ 211.42 设计与构造特点

(c) 操作应在明确规定且大小适宜的区域内进行。为防止污染和混淆，企业的下列操作应

在隔开的或指定的区域内进行：

(d) 青霉素的有关制造、加工及包装操作所在设施应与其他人用药品使用的设施分开。

§ 211.46 通风、空气过滤、空气加热及冷却。

(d) 用于青霉素制造、加工和包装的空气处理系统应与其他人用药品使用的空气处理系

统完全隔开。

§ 211.176 青霉素污染

如果根据《药物中青霉素污染的检定和测量规程》（并提供参考）的具体程序进行检验，

在检测限度水平发现青霉素，则该药不得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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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E指南

• ISPE Baseline-Risk Based MAPP

ISPE 基准指南-基于风险的制药产品生产

• ISPE GPG-Assessing the Particulate Containment 
Performance of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ISPE 良好实践指南-制药设备的颗粒密闭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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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工作于高风险操作区（如：高活性、高毒性、传染性、高致敏性物料的生产区）的

人员应当接受特殊的培训。

 第四十六条 为降低污染和交叉污染的风险，厂房、生产设施和设备应当根据所生产药品的特性、

工艺流程及相应洁净度级别要求合理设计、布局和使用，并符合下列要求：

（二）生产特殊性质的药品，如高致敏性药品（如青霉素类）或生物制品（如卡介苗或其他用活性

微生物制备而成的药品），必须采用专用和独立的厂房、生产设施和设备。青霉素类药品产尘量大

的操作区域应当保持相对负压，排至室外的废气应当经过净化处理并符合要求，排风口应当远离其

他空气净化系统的进风口；

（三）生产β-内酰胺结构类药品、性激素类避孕药品必须使用专用设施（如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

和设备，并与其他药品生产区严格分开；

（四）生产某些激素类、细胞毒性类、高活性化学药品应当使用专用设施（如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

和设备；特殊情况下，如采取特别防护措施并经过必要的验证，上述药品制剂则可通过阶段性生

产方式共用同一生产设施和设备；

…

中国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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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关于含毒害物质药品GMP WHO技术报告系列，第957

Facilities should be design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in GMP principles, as follows:
厂房应按GMP的主要原则设计、运行，如：
to ensure quality of product;
确保产品质量；
to protect the operators from possible harmful effects of products 
containing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保护操作者不受含毒害物质产品的损害；以及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from contamination and thereby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possible harmful effects of products containing 
hazardous substances.
保护环境不受含毒害物质产品的污染，从而保护公众不遭受可能的损害。

15/44



阳光·务实·简单·高效

WHO关于含毒害物质药品GMP WHO技术报告系列，第957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hazardous substances 
should generally be conducted in separate, dedicated, self-contained 
facilities. These self-contained facilities may be in the same building 
as another facility but should be separated by a physical barrier and 
have, e.g. separate entrances, staff facilities and air-handling systems. 
The extent of the separation from adjacent facilities and sharing of 
common servic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risk assessment.
某些含毒害物质的产品的生产应在隔离、专用、“自我-限制”设施内操作。这
些“自我-限制”设施可以在相同的建筑内作为另一个设施，但需要有物理隔断

和分开的通道、人员设施和空气处理系统。与相邻设施的分离程序和辅助系统
的共用情况应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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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关于含毒害物质药品GMP WHO技术报告系列，第957

In general these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containment facilities.
通常这些生产设施应当作为“限制”设施。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a facility may require the combination of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一个设施的有效运行需要与以下某些或全部要求结合起来：
appropriate facility design and layout, with the emphasis on safely 
containing the materials being handle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using closed systems or barrier technology enhance operator and 
product protection;
合适的厂房设施的设计和布置，并强调需处理物料的安全限制；生产工艺中使
用密闭系统或屏障技术加强操作者和产品的保护。
manufacturing process controls including adherence to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生产工艺控制包括对SOP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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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关于含毒害物质药品GMP WHO技术报告系列，第957

appropriately designed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s (ECS) or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HVAC);
合适设计的环境控制(ECS)和HVAC；
extraction systems;
排风系统；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人员保护设施(PPE)；
appropriate degowning and decontamination procedures;
合适的脱衣和去污染程序；
industrial hygiene (monitoring staff exposure levels);
工业卫生（监测员工的摄入水平）
medical surveillance (monitoring staff exposure levels); and
医疗监视（监测员工的摄入水平）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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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OEL与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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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限值种类

 PEL-TLV (容许接触限值- 阈限值 )

 STEL (短期接触限值)

 TLV-C (阈限值-上限)

 PDE (允许日暴露限值) 

 OEL (职业接触限值)

 MAC（最高容许浓度）

全部可归纳为一个具体的数值（浓度）：

 TLV和PEL通常用于化学品

 药品很少出现在ACGIH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或OSHA(职业安全与卫

生管理局) 的清单中

 因为OEL被视为一种经证实有效的能够保护工人的方式，许多制药公司都针对自

己的原料药选择了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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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接触限值(OEL )定义

职业接触限值(OEL )定义

某种污染物的最大空气悬浮粒子浓度，在该浓度下几乎所有工人能够

日复一日的反复接触该污染物，且不会造成不良反应。通常以每天八

小时的时间加权平均值来表示(TWA)

类似于PEL (允许接触极限值)或TLV (阈限值）监管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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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ACGIH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 2008 TLVs® (阈限值) 和 BEIs (生物接

触指标)

 HSE (英国安全与健康执行局): EH40/2005 工作场所接触限值 (WEBSITE 

http://www.hse.gov.uk/coshh/table1.pdf)

 网站: http://limitvalue.ifa.dguv.de/

http://www.hse.gov.uk/coshh/tabl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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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NOEL值时，也可采用LOEL（最低的观察到的有效影响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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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没有OEL值，则通过计算得出(EMA/CHMP/ CVMP/ SWP/169430/2012)，用PDE
（允许日暴露限值）表示：

NOEL =指基于临床试验数据中没有观察到疗效的最高剂量—人体
BW    = 体重为50 - 70 kg
V       = 吸入的空气量10m3
SF     = 安全系数[SF1:(2-12)评价品种之间的影响；SF2:(10)评价个体之间的差异；
SF3:(10)评价短期（一般少于四周）内重复给药剂量； SF4:(10) 应用于防止严重不良
反应（如非遗传性致癌、致畸、神经毒性）；SF5:(10)变量，应用于再没有建立影响水
平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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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L计算的数据来源

药理数据 毒理数据 数据来源于
临床研究

识别合适的风险，基于健康的限度获得相关数
据，来确定是否高危害产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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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接触范围(OEB)
基于如下因素建立一种方法，用于将制药化合物按危险类

别划分而不是归纳为某一具体的数字限定值：

• 活性

• 药理作用

• 副作用/毒理作用

• 将OEL数值包括在这些类别中

• 如类别1 至类别4或5；活性由低向高增加

制定OEB的目的：

为各个产品生产选择合适的生产设施和操作规程，制定一个分级标准。

该参数对药厂的设计和设施选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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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及卫生参数

职业接触限值(OEL) 与职业接触范围(OEB)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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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范围

OEB OEL范围（ug/m3) 毒理学和药理学特性

OEB 1 1000-5000 低活性

OEB 2 100-1000 有害的/中等药理活性

OEB 3 10-100 中等毒性/高药理活性

OEB 4 1-10 高毒或非常高的药理活性

OEB 5 ＜1 极毒或极度高的药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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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品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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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与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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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整个生产、
流通、使用过程
中的暴露方式途
径？

 粉尘吸入、摄入
或液体经皮肤吸
收？

 在线的工人，
维护人员，该
区域的一般人
员，或取样时
的QA、QC？

 运输环节的物
流人员

 使用过程中的
医护人员

 隔离器箱体泄漏
后如何防止扩散
到其他区域？

 隔离器排风口高
效如何避免破损
后的泄漏？

 包装后产品运输
过程中破损后如
何防止药品的溢
出？

谁会有暴露的风
险？

根据OEL/PDE确
定风险防范的管控
措施，确定密闭策
略

暴露的途径是
什么？

风险控制措施失
败后的报警及二
次管控？

风险评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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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量、配料、
灌装、轧盖…..

 选择合适的模
拟物料

 确定密闭等级
策略OEB 5、4、
3?

 根据实际密闭
等级制定人员
防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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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药物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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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前述的职业防护要求，可以从三个屏障的

概念来加以考虑：

第一屏障：设备及物料传输系统的密闭

第二屏障：室内HVAC系统的设计

第三屏障：人员的个人防护

监控：室内高活性物浓度的监控

密闭工艺的应用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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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高活性物质在处理和传输过程中的泄漏是首要的控制

关键点。

确定所处理的药物的OEL值1

参考OEB分类中的建议，确定防护等级-OEB2

按照OEB的建议采用合适的设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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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本身的“密闭性”等级高低是决定高活性物质泄漏多少

的基本参数。

◦ 等级过低，则增加HVAC的负担和运行成本和提高人员防护的等级。

◦ 等级过高，则投资增加，但同时降低HVAC投资和人员防护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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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设备选择

基于Extract Technology 公司制订并由英国化学工程师协会颁布的指引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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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B 1 OEB 2

OEB 3 OEB 4 OEB 5

不带LEV的
密闭系统

带有LEV 
的系统

JPS 包装去除
密闭罩

带气锁的
隔离器

集成式系统，仅
通过RTP进入

LEV:  局部排气通风 RTP : 快速传递接口

OEB: 职业接触范围 OEL：职业接触限值

LAF: 空气层流罩

< 1µg/m3

1 - 10 µg/m3

10 – 100 µg/m3

100 – 1000 µg/m3

1000 – 5000 µg/m3

OELOEB Toxicity

1

2

4

3

5

less toxic

non-toxic

toxic

high toxic

almost non-toxic

有关OEB类别的各种密闭方案
高毒性

毒性

低毒性

几乎无毒

无毒

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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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机腔体的为OEL区域，第一次冲洗可能含
有OEL药物，废水要单独处理；OEL废水的处
理量要尽量少，要验证冲洗时间

冻干机的真空系统排气需要两级高效过滤器，
并且可在线清洁，管道及高效过滤器要求不
锈钢的材质，废水应单独收集

冻干机的安全阀的管道排放需考虑活性药物，
严禁排到洁净室，排到室外要进行风险评估，
采取相应的措施

关注废弃物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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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L区域和非OEL区域的划分

◦ 为防止活性药物外泄，OEL区域相

对于非OEL区域为负压

◦ 设置正压气锁

◦ 人员出口需要设计设备紧急泄露

时人员喷淋

◦ 冻干控制室也应设计为OEL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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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功能单元
◦ OEL区域和非OEL区域，不同洁净级别的区域，应分别有独立的空调机组；
◦ 空调系统的设计应该考虑能量回收。
◦ 技术夹层需设置一个0压环路，各房间压力控制均连接至此环路，以保证此功能
单元各房间基准压力相同。0压环路上安装风减震阀，防止0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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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处理

◦ OEL区空调系统防止高活性药物泄露的二级防护，送风采用一级高效过滤

器（H14），排风及回风需采用中效过滤器加二级高效过滤器（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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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前两个屏障的控制，根据可能预测的泄漏，采用相应的人员

个人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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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器等级的划分

根据泄漏率来区分，共有四个等级的隔离器。1级隔离器的密闭性
最高。

采用不同方法检测气密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压力衰减法。
密闭隔离器通常包括在2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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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合规 人员防护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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