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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概述 

创新药药学研究具有渐进性、阶段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伴随临床试验的进展不断推进。常规开

发模式下，原料药的研发进程领先于制剂，通常遵循以下规

律： 

对于原料药而言，早期临床试验阶段合成路线和工艺相

对不成熟，对原料药理化特性和杂质行为等关键质量属性了

解有限，仅基于临床前安全性试验和相对有限的制备经验，

建立了初步的质量控制策略和适应其开发阶段的较宽泛的

质量标准。伴随着临床试验的推进和对关键质量属性的深入

理解，基于放大生产、提高质量、完善质量控制等的需要，

不断优化工艺路线、深入研究杂质行为、加强对关键理化特

性的认识及其对制剂潜在影响的研究，并结合多批次的生产

经验调整质量控制策略。在关键临床试验阶段确定拟商业化

合成路线和工艺，基于系统的质量风险评估，确定关键工艺

步骤和关键工艺参数范围，制定合理的过程控制和中间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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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基于历史批次（尤其是安全性试验批次、关键临床试验

批次）生产信息、质量特性、稳定性研究结果等，完善原料

药质量标准、包装、贮藏条件和有效期/复验期等。 

对于制剂而言，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基于对药物自身

的理化特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有限了解，通常会选择处方

工艺相对简单的制剂形式（如口服溶液剂、原辅料混粉直接

灌装的胶囊剂等）进行开发，基于临床前安全性试验和相对

有限的制备经验，建立适应其开发阶段的较宽泛的质量标准，

基于有限的稳定性、相容性（如有必要）、配伍（如有必要）

研究信息初步确定了制剂的包装、贮藏条件和临床用法。后

续伴随临床试验的推进，获得了初步的人体数据，对于药物

自身特性和体内行为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初步积累了生产经

验，在此基础上优化剂型、规格和处方工艺，加强制剂处方

工艺和降解杂质研究，根据已有的认知和信息完善质量控制。

在关键临床试验阶段，基于较充分的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信

息、生产信息，确定拟商业化剂型、规格和处方工艺，进行

系统的质量风险评估，确定关键工艺步骤和关键工艺参数，

制定合理的过程控制和中间体控制，基于历史批次（尤其是

安全性试验批次、关键临床试验批次）信息和稳定性、相容

性、配伍研究结果，完善制剂质量标准、包装、贮藏条件、

有效期和临床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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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研发规律，由于创新药不同研究阶段的药学研

究目标不同，决定了研究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药学变更。

药学变更可能会在临床样品中引入质量风险，进而可能对受

试者安全性和（或）临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造成影响，故需

全面审慎地评估变更引入的质量风险并开展相关研究，以支

持这些变更应用于临床样品的制备。 

本指导原则所述药学变更系指发生（或拟发生）在临床

样品生产、质量控制、包装和贮藏条件等方面的变更。本指

导原则适用于化学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放射药除外）临床

试验期间的药学变更。考虑到创新药药学研究的阶段性、药

学变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指导原则主要阐述了创新药药

学变更评估和研究的一般原则，仅对部分常见的重大变更和

一般变更进行了举例，并简述了该类变更下的研究思路和研

究内容。对于未明确列出的其他变更形式，申请人可参考本

指导原则或其他相关指导原则，根据变更具体情形开展评估

和研究。 

此外，药学变更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例如，生产场地

变更可能同时伴随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的变更，处方变更可

能伴随或引发药品质量标准变更等。对于多个变更同时发生

并存在关联的情况，可参考本指导原则基本思路分别开展研

究，总体上可按照技术要求较高的变更类别开展相关变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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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研究工作，并关注多项变更可能的叠加影响。 

申请人对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的评估和研究负有主

体责任。在进行药学变更研究时，首先需明确变更的原因、

变更的事项和变更的程度，然后结合品种特点和具体的变更

内容，基于风险评估的思路，评估变更对药品质量、临床试

验受试者安全性、临床试验结果科学性的可能影响，在此基

础上判断变更为重大变更还是一般变更，并开展相应的研究

工作，评估变更的可行性。 

二、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评估一般原则 

创新药临床试验期间发生药学变更时，申请人应当遵循

风险评估原则，结合变更拟发生的临床研究阶段、受试人群、

品种特点、对药物已有认知以及针对变更的初步研究等，科

学地评估变更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

虑： 

1、变更发生的临床阶段（早期临床研究阶段、关键临

床研究阶段）：药学变更贯穿于药品开发的各个阶段，通常

早期阶段变更发生的可能性较高。在早期临床阶段，药物的

人体安全性尚未完全确立，需主要结合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结

果和早期临床研究方案评估药学变更对于受试者安全性可

能产生的影响。比如原料药生产工艺的变更是否会引入新的

杂质（如致突变杂质），制剂生产工艺的变更是否会引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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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剂量下体内暴露量的改变。在关键临床研究阶段，受试者

数量增加、用药时间延长，且临床试验结果是产品上市时风

险获益比评估的主要依据，此阶段发生的药学变更除需重点

关注受试者安全性外，还需兼顾临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比

如基于Ⅱ期临床试验结果确定了给药剂量，在Ⅲ期临床阶段

拟增加新的规格，需要根据产品的特性，通过体外研究（药

学相关对比等）和（或）体内试验（如 BE、PK 等）来评

估新规格同原规格之间的可衔接性。 

通常，在创新药研究进程中，越是研究后期发生的变更，

越需要开展细致深入的研究，以证明变更的可接受性。创新

药在完成支持上市的关键临床研究后，如发生重大的药学变

更，需慎重考虑。 

2、变更涉及的受试人群：临床试验涉及的受试人群不

同，变更可能产生的风险不同。如变更原料药的生产工艺引

入了致突变杂质，对于健康受试者而言，则安全性风险较高；

而对于特定受试者（如晚期肿瘤患者）而言，基于获益-危

害分析，可能风险相对较小。同样的处方变更，如用于儿童

受试者，则需审慎评估变更后的辅料种类和用量是否适用于

儿童人群，是否会产生安全性风险。 

3、品种特点：药物结构/组分和制备工艺的复杂性也是

评估中需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相比于小分子化合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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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聚合物、合成多肽、多糖、生物来源提取物等结构/

组分较为复杂的化合物发生工艺变更时，评估变更产生的影

响可能相对困难，对于风险的把控能力相对较弱或者风险评

估的不确定性较强。对于特殊制剂（脂质体、微球等），处

方工艺变更产生的影响，可能无法仅通过药学对比来证明，

有些情况下需进行体内的桥接试验和（或）必要的非临床安

全性试验来综合评估。此外，不同的给药途径，自身的安全

风险度也不同，比如注射剂相比口服固体制剂需充分考虑无

菌相关风险。 

4、已有认知的局限性：临床试验期间药学变更管理属

于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部分，通常研究工作越系统、深

入，积累的研究数据越充分，对于变更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

估越科学。基于创新药药学研究循序渐进的一般规律，临床

试验期间对于产品的关键质量属性的认知（如杂质谱研究、

原料药理化特性对制剂质量和体内行为的影响等）可能存在

局限性，临床试验阶段的变更研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某些潜在影响可能较大、有限数据难以评估其可能风险

或者无法通过简单药学对比证明其前后质量一致的变更，基

于风险考虑，建议将其作为重大变更，开展深入研究，累积

更充分的数据。 

总体而言，根据药学变更对临床受试者安全性、临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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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科学性影响的可能性大小，可将临床期间的药学变更

分为重大变更和一般变更。重大变更是指经评估可能显著影

响临床样品的质量，进而可能对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安全性或

临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产生明显影响的变更。申请人应当审

慎地评估此类变更带来的风险，并开展相关研究，以支持变

更应用于临床试验样品的制备。一般变更是指经评估可能对

临床样品的质量、临床试验的安全性以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

无明显影响的变更，申请人可酌情开展相关研究。 

申请人评估认为可能增加受试者安全性风险的变更，应

当按《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提出补充申请，认为不影响受试

者安全的，可以直接实施并在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中报

告。 

三、原料药变更研究 

1、原料药变更研究的一般原则 

对于原料药变更，需结合其对相应制剂质量的影响开展

评估和研究。具体而言，需重点从变更对于原料药关键理化

特性和杂质行为等的影响展开。影响制剂性能的原料药关键

理化特性改变，可能导致试验药物在受试者体内行为的改变，

进而影响临床试验结果（数据）的科学性，也可能增加受试

者安全性风险；杂质种类和水平产生变化，可能增加临床试

验预期/非预期不良反应的风险，给受试者带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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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键理化特性 

一般而言，原料药的关键理化特性如晶型、粒度及粒度

分布、溶解性等可能会对临床试验药品质量产生影响。这些

理化特性往往与原料药最终纯化（如成盐、结晶等）工艺、

分离方式、干燥、粉碎、混合等操作步骤密切相关。某些情

况下，待精制物料中杂质的显著变化，也可能导致原料药关

键理化特性的改变。故相关工艺变更后，需基于风险评估对

变更前后原料药的关键理化特性进行对比，酌情进行稳定性

研究，必要时重新进行结构确证。当变更后原料药的关键理

化特性发生改变，则需充分评估其对制剂工艺（如流动性、

可压性、混合均匀性、溶解性等）和制剂性能（如口服固体

制剂的溶出、崩解、含量均匀度等）的影响，根据风险评估

结果开展研究，必要时还需考虑进行相应制剂体内桥接研究。 

1.2 杂质行为 

一般而言，原料药中的杂质种类和杂质水平是影响临床

试验药品安全性的重要因素。杂质通常来源于生产工艺（如

溶剂、试剂和催化剂，起始物料引入和工艺副反应产生杂质）

和自身降解等。原料药生产场地、合成路线、合成工艺及控

制、包装及贮藏条件等的变化均可能导致杂质种类和水平的

改变。申请人需要对比变更前后中间体或原料药中杂质种类

和水平，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物质、残留溶剂、元素杂质、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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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突变杂质等，并酌情开展稳定性研究。所采用的杂质检

查方法应可有效地分离和检测变更后样品中的潜在杂质。原

则上，临床研究用样品的杂质水平不得超出动物安全性试验

数据所支持的相应杂质的水平，临床研究样品中潜在致突变

杂质、毒性试剂、溶剂、金属催化剂等残留可参考相关指导

原则的要求。如有例外，需提供相应的安全性支持依据。 

2、原料药变更分类举例及研究 

2.1 原料药生产场地变更 

原料药生产场地变更是指临床试验用原料药的生产和

（或）包装场地的变更。 

原料药生产场地变更时需对变更前后工艺路线、工艺操

作、批量、生产设备等的差异进行对比，如伴随生产场地变

更的同时发生了这些变化，需综合考虑这些变化对原料药杂

质种类或水平、关键理化特性的影响，酌情评估对制剂质量

的影响。建议对场地变更前后的中间体和（或）原料药进行

全面质量对比，并酌情开展稳定性研究。如采用多个生产场

地生产关键中间体或原料药，需关注不同场地间样品质量一

致性。 

2.1.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替换或增加生产场地（在早期临床阶段，简单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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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小分子原料药生产场地变更可除外）。 

2.1.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原料药生产场地名称及地址表述，但实际地址

不变。 

 在不改变原料药质量标准、包装及贮藏条件的前提

下，变更原料药包装场地。 

2.2 原料药生产工艺变更 

原料药生产工艺变更一般包括：合成路线变更（如：缩

短、延长或改变合成路线等）、生产条件变更（如：物料、

投料量、反应温度、反应时间、搅拌时间、后处理方式、精

制条件、干燥方式等）等。 

此类变更可能会对原料药杂质和理化特性产生影响。一

般而言，越接近合成路线最后一步反应（限于形成或断裂共

价键的反应）的变更越可能影响原料药质量，进而对相应临

床试验药品的性能和质量产生影响。在全面评估当前变更步

骤杂质行为和分析方法适用性的情况下，可对比评估变更涉

及到的中间体的质量，如无差异可认为等同，如存在差异需

顺延评估下一个中间体，直至认为等同。当发生此类变更时，

需对发生变更的工艺步骤进行详细评估和研究，对变更前后

该步骤中间体及后续中间体和（或）原料药进行全面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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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变更前后原料药中杂质谱的分析（反应副产物以及新增

毒性试剂、溶剂、催化剂等）、杂质转化清除研究结果，必

要时调整杂质控制策略。当最后一步反应步骤（限于共价键

形成或断裂的反应）、最后一步纯化/成盐及其后续工艺步

骤发生变更时，需比较变更前后产物质量和原料药质量，必

要时还需通过比较原料药变更前后生产的制剂产品的性能

和质量来综合评估该变更对临床试验药品的整体影响，某些

情况下还需考虑进行相应制剂体内桥接研究。 

2.2.1 合成路线变更 

2.2.1.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改变合成路线，并可能对原料药杂质行为和关键理

化特性等产生明显影响。 

 改变制备方式（如：化学合成与发酵工艺的替换，

多肽固相合成与液相合成替换等）。 

2.2.1.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在原路线基础上延长合成路线，将原起始原料制备

工艺部分或全部纳入原料药生产中。 

2.2.2 生产条件变更 

2.2.2.1  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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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 

 可能对原料药杂质行为和关键理化特性等产生明显

影响的生产工艺及参数变更。比如，可能影响原料

药质量的发酵工艺和提取工艺的变更（如菌种改变、

提纯原理改变）；可能影响制剂体内行为的原料药

结晶条件等的变化。 

 改变无菌原料药的灭菌工艺。 

2.2.2.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不影响原料药质量的溶剂、试剂、催化剂的种类或

用量调整。 

 不影响原料药质量的批量放大。 

2.3 原料药质量标准变更 

原料药质量标准的变更一般包括检查项目、分析方法和

可接受限度的变更，这些变更可能会导致与质量相关的安全

性风险识别能力或检测能力的变化。一般而言，原料药关键

质量属性分析方法的改变、删减检查项目或放宽限度，对原

料药质量控制的影响较大。分析方法改变时，需对方法变更

前后检测能力进行对比和验证，如有必要，需采用新旧方法

对动物安全性试验用样品和（或）临床试验用样品进行检验

对比并重新评估安全性依据是否充分，原则上分析方法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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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检测能力不应低于变更前。 

创新药研究早期阶段对所开发品种的了解和认知有限，

需注重检验数据的积累，在无充分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建

议删减检查项目或放宽超出安全性支持的限度。 

2.3.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删减关键检查项目。 

 放宽关键检查项目的可接受限度。 

 变更关键检查项目分析方法（不同原理）（如采用

TLC 法代替 HPLC 法测定有关物质）。 

2.3.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检查项目（非安全性原因）。 

 收紧可接受限度（非安全性原因）。 

 分析方法的调整（在已有的方法学验证范围内或新

的方法验证得出相当或更好的验证结果）。 

2.4 包装容器、贮藏条件变更 

在创新药早期开发阶段，由于对化合物的认知尚不够充

分，可获得的稳定性信息有限，通常会选择较为保守的包装

和贮藏条件。随着稳定性信息的积累以及对于原料药认知的

不断丰富，会逐渐确定适宜的包装和贮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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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包装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原料药的稳定性。申请

人需充分评估包装变更可能对原料药稳定性产生的负面影

响，选择适宜的考察指标开展新的稳定性试验，并对包装变

更前后原料药稳定性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对于非固态原料药

包装的改变，还需考虑新包装同原料药的相容性问题。无菌

原料药还需考虑包装密封性问题。 

贮藏条件的改变，尤其是放宽贮藏条件，可能会影响原

料药的稳定性，故一般需提供充分的稳定性数据，以证明变

更贮藏条件后对原料药无负面影响。 

2.4.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后的包装可能同原料药（一般为非固体原料药）

发生相互作用。 

 由于安全性原因严格贮藏条件或使用保护性能更佳

的包装材料/容器。 

2.4.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后的包装可提供相同或更好的保护（非安全性

原因）。 

2.5 其他 

对于复杂分子（如：合成多肽、小分子核酸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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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如：发酵类、生物来源提取物类等）原料药的变更，

其对临床样品的潜在影响的体外评估手段可能有限，需在遵

照本指导原则研究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产品自身特点开展充

分的风险评估及变更研究工作，以获得更多的变更支持性数

据。 

四、制剂变更研究 

1、制剂变更研究的一般原则 

对于制剂变更，需重点从变更对于药物的制剂性能、安

全性相关指标的影响来展开评估和研究。制剂性能发生改变，

可能导致试验药物在受试者体内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临床

试验结果（数据）的科学性，也可能增加受试者安全性风险；

杂质种类和水平或其他安全性相关指标（如注射剂的无菌、

细菌内毒素、可见异物、不溶性微粒等）产生变化，可能增

加临床试验预期/非预期不良反应的风险，给受试者带来安

全隐患。 

1.1 制剂性能 

药物的制剂性能是指药物为达到预期临床用途，所具备

的制剂学特性组合，是原料药理化性质、辅料功能性、处方

设计、生产工艺、包装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表现。 

不同剂型的制剂性能可以不同的指标来表征。例如，口

服固体制剂（如片剂等）可评价指标包括硬度、崩解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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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出度/释放度、含量均匀度等；注射剂可通过复溶时间、

分散时间、粒度及粒度分布、微观形态等指标来表征；半固

体制剂（如软膏剂、凝胶剂、栓剂等）可通过原料药晶型及

粒度、黏度、含量均匀度、体外释放度和（或）体外透皮试

验等指标来表征。 

一般而言，变更制剂剂型、规格、处方、生产工艺、包

装和贮藏条件等都有可能会对制剂性能产生影响，在变更研

究中需结合药物性质、剂型特性、处方工艺特点以及变更的

具体情况评估变更对制剂性能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风险评

估结果，选择适宜的制剂性能相关指标开展变更支持性研究，

必要时还需考虑进行制剂体内桥接研究。 

1.2 安全性相关指标 

1.2.1 杂质行为 

杂质种类和杂质水平是影响临床试验药品安全性的重

要因素。制剂的杂质通常来源于原料药和辅料引入杂质、外

来物迁移（生产组件、包材相容性杂质）以及降解杂质，而

降解杂质可包括原料药和辅料的降解杂质，原料药与辅料和

（或）内包材的相互作用杂质。制剂杂质研究需重点关注制

剂工艺和贮藏过程中的降解杂质。 

一般而言，制剂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包装和贮

藏条件等的变化均可能导致杂质种类和水平的改变。需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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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性质、剂型特性和处方工艺特点分析评估具体变更内容

是否可能引起杂质行为的变化（如引入新杂质、导致新的降

解趋势等），对比变更前后制剂中间体和（或）终产品中的

杂质种类和水平，包括降解杂质、残留溶剂（如适用）、潜

在致突变杂质（如适用）等，并酌情开展制剂稳定性研究。

所采用的杂质检查方法应能对变更后样品中的潜在杂质进

行有效地分离和检测。原则上，临床研究用样品的杂质水平

不得超出动物安全性试验数据所支持的相应杂质的水平，临

床研究用样品中残留溶剂（如适用）、潜在致突变杂质可参

考相关指导原则的要求。如有例外，需提供相应的安全性支

持依据。 

1.2.2 其他安全性相关指标 

对于注射剂、吸入制剂、植入剂等而言，还需关注变更

对制剂其他安全性相关指标的可能影响，如无菌、细菌内毒

素（或热原）、不溶性微粒、可见异物、渗透压摩尔浓度等。

需确保变更后产品的相关指标仍符合安全性要求。 

2、制剂变更分类举例及研究 

2.1 制剂生产场地变更 

制剂生产场地变更是指临床试验用制剂的生产和包装

场地地址的变更。 

制剂生产场地变更需关注不同场地间处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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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批量等的差异。如伴随生产场地变更的同时发生

这些变更，需综合评估如上变更对制剂性能、杂质行为和其

他安全性相关指标的影响，选择适宜的制剂性能相关指标、

安全性相关指标对场地变更前后产品进行全面质量对比，并

酌情开展稳定性研究。如采用多个生产场地生产制剂中间体

或制剂终产品，需关注不同场地间样品质量一致性。 

无菌制剂生产场地变更原则上不得降低产品的无菌保

证水平。 

2.1.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或替换生产场地（早期临床阶段，采用常规处

方工艺的普通口服制剂可除外）。 

2.1.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制剂生产场地名称及地址表述，但实际地址不

变。 

 非安全性原因删除生产场地。 

 在不改变制剂质量标准、包装及贮藏条件的前提下，

新增/替换/删除包装场地。 

2.2 处方变更 

制剂处方（包括附带专用溶剂的处方）变更一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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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供应商/型号/级别、辅料种类、辅料用量变更。 

此类变更可能会影响辅料功能性或制剂过程物料的可

加工性进而影响制剂性能，也可能引入新的杂质或其他安全

性隐患进而影响受试者安全性。以口服固体制剂为例，如改

变填充剂的粒度，可能会影响混合物料的流动性和混合均匀

性，甚至引起混合物料发生分层，从而影响产品含量均匀度；

改变某些功能性辅料（如聚山梨酯等表面活性剂）的型号或

用量，可能会改变制剂溶出行为，从而改变药物的体内行为，

影响受试者安全性或临床试验结果的科学性；对于处方变更

涉及使用新辅料、常见辅料的新用途、常见辅料的超常规用

量时，还应关注辅料种类/用量安全性、辅料所引入杂质或

其他因素的安全性。 

发生此类变更后，需结合药物性质、剂型特性以及是否

涉及关键辅料变更（对溶出、释放或体内吸收等起关键作用

的辅料）评估变更对制剂的影响，必要时重新开展原辅料相

容性研究。选择适宜的制剂性能相关指标、安全性相关指标

对处方变更前后产品进行全面质量对比，酌情开展稳定性研

究，必要时还需结合临床试验方案开展相应的配伍稳定性研

究（如适用）。在药学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制剂质量存在显著

差异，或仅通过药学比较研究无法评估变更对制剂质量的潜

在影响时，需结合当前临床阶段以及临床试验方案考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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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桥接研究和（或）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对于附带专用溶剂的处方变化，需结合其对配伍后制剂

质量的影响进行相关考察。 

2.2.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可能对制剂质量或体内行为产生明显影响的处方变

化（如关键辅料种类/型号/用量的显著变化等）。 

 变更（包括替换或增加）注射剂附带专用溶剂处方组

成。 

2.2.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在对稳定性无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增加、删除、替换

着色剂或矫味剂种类，或改变用量。 

 增加非功能性片剂包衣。 

 调整非功能性片剂包衣组成。 

2.3 辅料工艺及控制变更 

此类变更包括：辅料制备工艺变更（针对新辅料）、质

量标准变更。 

新辅料制备工艺发生变更时，可参考原料药变更评估和

研究原则，进行变更支持性相关研究。 

2.3.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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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可能影响制剂性能的辅料内控标准（如辅料粒度

及粒度分布影响制剂体外溶出时）。 

 新辅料的制备工艺、质量标准发生相关变更（可参考

原料药相应部分重大变更举例）。 

2.3.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新辅料的制备工艺、质量标准发生相关变更（可参考

原料药相应部分一般变更举例）。 

2.4 生产工艺变更 

制剂生产工艺变更一般包括：变更制剂生产工艺（如工

艺原理、工艺操作、工艺参数等）、变更制剂生产过程控制

方法及限度（如：中间体质量标准、过程检验项目等）、变

更生产设备、变更生产规模等。 

此类变更可能会对产品制剂性能、杂质行为和其他安全

性指标产生影响，影响程度与制剂生产工艺的复杂程度、变

更是否涉及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关键步骤工艺等相关。以注射

剂的混合步骤为例，对于药物理化性质稳定的真溶液，生产

过程中原辅料加入次序和混合参数（速度、时间和温度）对

药品质量的影响较小，变更相关参数引入的质量风险较低；

但对于特殊注射制剂，如脂肪乳、胶束、脂质体等，原辅料

的加入顺序和混合参数可能与制剂微观结构的形成、制剂的

性能及稳定性密切相关，变更相关工艺参数引入的质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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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发生此类变更时，需根据药物性质、剂型特性（品种特

点）以及变更是否涉及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环节或重要参数，

选择合适的指标全面对比评估工艺变更对制剂性能的影响，

必要时还需考虑进行变更前后制剂体内桥接研究。如生产工

艺变更引起制剂杂质行为的变化，需分析原因，评估已有分

析方法的适用性，评估并更新杂质的安全性依据，酌情开展

稳定性研究，必要时还需结合临床试验方案开展相应的配伍

稳定性研究。 

2.4.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改变工艺原理（如干法制粒和湿法制粒的替换）。 

 可能对制剂质量或体内行为产生明显影响的工艺操

作或参数的变更。 

2.4.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在不影响制剂质量的前提下，调整工艺参数。 

 不影响制剂质量的批量变更。 

 在对体内行为无潜在影响的前提下（如变更前后产品

的溶出曲线相似），改变普通片剂形状（如圆形变为

椭圆形）。 

2.5 制剂质量标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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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质量标准的变更一般包括检查项目、分析方法和可

接受限度的变更，这些变更可能会导致与质量相关的制剂性

能、安全性风险识别能力或检测能力的变化。通常与制剂性

能、杂质行为和其他安全性指标相关的检测项目的删减、检

测方法的改变、限度的放宽，对制剂质量控制的影响较大。

分析方法改变时，需对方法变更前后检测能力进行对比研究，

如有必要，需采用新旧方法对动物安全性试验用样品和（或）

临床试验用样品进行检验对比，并重新评估杂质安全性依据

是否充分，原则上分析方法变更后检测能力不应低于变更前。 

创新药研究早期阶段对所开发品种的了解和认知有限，

需注重检验数据的积累，在无充分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建

议删减检查项目或放宽超出安全性支持的限度。 

2.5.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删减关键检查项目。 

 放宽安全性、制剂关键性能相关检测项目的可接受限

度（如放宽杂质限度、放宽溶出度限度） 

 改变关键检查项目的分析方法（不同原理）（如 NIR

代替 HPLC 测定含量） 

2.5.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收紧可接受限度（非安全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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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检查项目（非安全性原因）。 

 分析方法的调整（在已有的方法学验证范围内或新的

方法验证得出相当或更好的验证结果）。 

2.6 包装容器系统变更 

制剂包装容器系统的变更包括：包装类型变更、来源/

材质/规格（包括尺寸、形状）变更等。 

制剂包装容器系统是制剂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起保护药

物的功能，如避光、避湿、避免污染（微生物侵入）等，部

分还具备递送药物功能（如吸入制剂的包装容器系统等）。

变更制剂包装容器系统可能会影响包装系统功能性和制剂

稳定性。影响程度与药物性质、制剂的给药途径、剂型处方

工艺特点、制剂包装容器系统预期功能以及药物与包装材料

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相关。原则上，制剂包装容器系统的

变更不应给制剂带来负面影响。 

制剂包装容器系统变更时，需充分评估变更后包装容器

系统的功能性变化（保护药物功能和递送药物功能）以及药

物与包装材料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选择适宜的指标对新

包装容器系统功能性、制剂稳定性进行考察，如递送药物功

能评价指标，可考虑如递送剂量均一性、空气动力学粒度分

布、可抽取体积等。多剂量包装产品酌情开展使用中稳定性

研究。对于无菌制剂（如注射剂、吸入溶液剂等），还需关

注变更包装容器系统可能引起的包装密封性和包材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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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风险。 

2.6.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后的包装容器系统可能影响给药或递送剂量准

确性（如定量吸入器的阀门或驱动器的改变）。 

 变更为保护性能下降的包装容器系统。 

 变更后的包装可能同制剂发生相互作用。 

由于安全性原因使用保护性能更佳的包装容器系统。

2.6.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变更后的包装容器系统可提供相同或更好的保护（非

安全性原因）。 

2.7 贮藏条件变更 

在创新药早期开发阶段，可获得的制剂稳定性研究数据

十分有限，通常会选择较为保守的贮藏条件。随着稳定性数

据的积累以及对于制剂认知的不断丰富，会逐渐确定更为适

宜的制剂贮藏条件。 

制剂贮藏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制剂的稳定性，故一

般需提供充分的稳定性数据，以证明变更贮藏条件后对制剂

产品无负面影响。 

2.7.1 重大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26 
 

 由于安全性原因改变贮藏条件。 

2.7.2 一般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 

 在有充分稳定性数据支持的前提下，改变贮藏条件

（非安全性原因）。 

2.8 其他变更 

剂型变更和规格变更可能对产品安全性和质量产生较

显著的影响，通常应视为重大变更。剂型、规格发生变更时，

通常伴随着处方、工艺的变更。总体上剂型、规格变更研究

思路与处方工艺变更类似。对于特殊制剂（如定量吸入至肺

部的气雾剂和粉雾剂、非均相无菌制剂、缓控释制剂等）、

特殊工艺和复杂工艺、非常规灭菌工艺的药学变更，其对临

床样品的潜在影响的体外评估手段可能有限，需在遵照本指

导原则研究思路的基础上，结合产品自身特点开展更充分的

变更研究工作，获得更多的变更支持性数据。 

 

名词解释 

1.早期临床试验：指探索适用人群和适宜用法用量，获

取安全性和初步有效性数据的探索性临床试验。 

2.关键临床试验：指获取用于支持上市的核心安全有效

性证据的确证性临床试验。 

3.关键检查项目：指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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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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