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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雷他定片剂一致性评价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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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为改善我国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的现状，《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开展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全面提高仿制药质量的任务。氯雷他定片作为抗过敏药物的主要品种之一，需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基于现有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指导原则与相关研究报道，针对氯雷他定原料药的晶型研究、原辅料杂质的比较研究、片剂溶出曲线的比较方法以及生物
等效性试验研究等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并对有待解决的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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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s on Consistency Evaluation for
Loratadine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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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quality gap between some generic drugs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National Drug Safety
‘Twelfth Five-Year Plan’”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task of conducting consistency evalu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eneric drugs. Loratadine
tablet is one of the major anti-allergic drugs, and its consistency evaluation needs to be completed before 2018. Based on the existing guidelines
and research reports on quality and efficacy consistency evalua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study on polymorphism of loratadine bulk drug,
comparative study of impurities in API and excipients, methods to compare dissolution curves of tablets and the study of bioequivalence test. Also,
some common problems to be solved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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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

性评价的品种之一。仿制药应遵循指导原则和各类规范

于药品安全性、可及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我国

的要求进行一致性评价，但由于不同品种有其特殊性，

部分仿制药的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针对不同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本文以氯雷他定片为例，

《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开展仿

基于已有的指导原则、相关要求、文献资料和实际经验，

制药一致性评价，全面提高仿制药质量的要求。2015

对氯雷他定仿制片剂的一致性评价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

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改革的 12 项任务，其中
也包括了大力推进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内容。
氯雷他定（1）是第 2 代 H1 受体阻断药，具有长效、
无中枢抑制作用或抗胆碱作用的特点，被广泛用于过敏
性鼻炎、急性或慢性荨麻疹及其他变态反应的治疗，是
国内市场上的主流抗过敏药物，主要剂型有片剂、胶囊
和糖浆等 [1]。氯雷他定片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CFDA）要求于 2018 年底前必须完成仿制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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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致性评价的研究内容
根据 CFDA 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项的公告，
药品生产企业应以参比制剂为对照开展比对研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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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包括：①体外评价，即药学指标的比较和固体

企业申报的参比制剂有产地为比利时、爱尔兰、中国

制剂溶出曲线的比较；②体内评价，即生物等效性试

上海的拜耳公司的氯雷他定片，产地为爱尔兰的默沙

[2]

验，若无法确定参比制剂，则需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 。

东公司的氯雷他定片以及产地为大阪市的日本拜耳药

CFDA 发布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

品株式会社的氯雷他定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要求（试行）》中规定，药品生

已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发布了包括氯雷他定片在内的

产企业申报时应提供的项目资料主要有：①概要：历史

4 个品种的拟推荐参比制剂，以供药品生产企业参考 [6]。

沿革、批准及上市情况、自评估报告、临床信息及不

企业原则上应选择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公布的参

良反应、最终确定的处方组成及生产工艺情况和生物药

比制剂开展氯雷他定片一致性评价。

剂学分类；②药学研究资料：剂型与产品组成、产品再

2.2 氯雷他定片品种概述

评价研究、生产信息、原辅料的控制、制剂的质量控制、

2.2.1 原料药 氯雷他定的化学名称为 4-（8-氯-5,6-二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对照品的相关资料、包装材料信息

氢-11H- 苯并 [5,6] -环庚并 [1,2-b] 吡啶-11-烯基）-1-哌

和稳定性研究；③体外评价：参比制剂的相关信息、

啶羧酸乙酯，分子式为 C22H23ClN2O2，相对分子质量为

质量一致性评价和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④体内评价：

382.89 [7]。本品为一种白色至灰白色的结晶性粉末，无臭，

临床试验项目汇总表、生物等效性试验报告和其他临

无味，熔点为 135℃，pKa 为 4.3，易溶于甲醇、丙酮、

[3]

Khan 等 [9] 对 pH 1.2、
2.0、
2.5、
3.0、
甲苯和氯仿，
不溶于水 [8]。

床试验报告 。

4.5、6.5 和 7.5 等条件下氯雷他定的溶解性进行了研究，

2 氯雷他定片的一致性评价方法

结果发现，其在 pH 6.5 和 7.5 的溶出介质中溶解度最小，

2.1 参比制剂的选择与要求

在 pH 1.2 时最高，且随着 pH 的升高，溶解度呈先大幅

根据 CFDA 发布的《普通口服固体制剂参比制剂

度降低后保持平缓的变化趋势。氯雷他定在体内通过去

选择和确定指导原则》，参比制剂首选国内上市的原研

乙氧羰基、羟基化、氧化和葡萄糖醛酸苷结合作用被广

药品；若原研药品未在国内上市或有证据证明原研药

泛代谢，主要代谢产物包括 3-羟基地氯雷他定葡糖苷酸

品不符合参比制剂的条件，也可选用在国内上市、国

（3-hydroxy-desloratadine-glucuronide）、 二 羟 基 地 氯

际公认的同种药物作为参比制剂；若原研药品和国际

雷他定葡糖苷酸（dihydroxy-desloratadine-glucuronides）

公认的同种药物均未在国内上市，可选择在欧盟、美国、

以及哌啶环去乙氧羰基和氧化作用得到的产物，其中

[4]

去乙氧羰基后生成的地氯雷他定为活性代谢产物 [10]。

日本上市并被列为参比制剂的药品 。
氯雷他定由先灵葆雅公司研发，1988 年首次在比

2.2.2 生物药剂学分类 根据美国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

利时上市，商品名为 Claritin（开瑞坦）。2009 年默沙

研 究 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东并购了先灵葆雅，2014 年拜耳又收购了默沙东的非

Development，NICHD）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

处方药业务，包括开瑞坦 的全球商标和处方权。目前

研究归纳的 BCS 分类（2011 年）[11] 及文献 [9] 报道，

氯雷他定片在国内有 35 家生产厂家，其中包括了拜耳

氯雷他定为 BCS 分类中的Ⅱ类药物，溶解性低且渗透

医药（上海）有限公司的开瑞坦，而进口氯雷他定片只

性高。对于此类药物，其在体内的溶出是吸收的限速步

有 1 种，即拜耳公司（比利时）的 Clarityne。拜耳医药（上

骤 [12]。若能建立良好的体内外相关性，则可通过测定

海）有限公司的开瑞坦为原研药的地产化药品，若申

体外溶出度来预测药物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从而进一

报参比制剂，需提交地产化药品与原研药品一致的相

步优化制剂处方，降低生物等效性试验失败的风险 [13]。

关证明材料，具体包括原研产品和地产化产品的处方、

2.2.3 原料药与辅料相容性试验 原料药与辅料的相互

生产工艺、原辅料控制、包装材料、质量控制、稳定性、

作用可改变药物制剂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进而影

体外评价、临床研究数据等比较资料，以及一致性评

响安全性和有效性，故在制剂处方设计时有必要进行

价申报资料；进口的 Clarityne 为原研药品，若申报参

原料药与辅料相容性研究，为选择更适宜的辅料提供

比制剂，需提交生产证明、销售证明、出口证明等文件

参考

[5]

[14]
[15]

。根据《化学药物制剂研究基本技术指导原

以及与其原产国上市药品一致的承诺书 。在目前中国

则》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公开的企业参比制剂备案信息中，

较大的可按主药 : 辅料为 1:5 的比例混合，用量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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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主药∶辅料为 20:1 的比例混合，取一定量，参照

较研究，药品生产企业应对两者共有的杂质，包括降

药物稳定性指导原则中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或其他适

解杂质和合成工艺杂质，以及仿制制剂中的特有杂质

宜方法，重点考察性状、含量、有关物质等。也有文

和杂质总量进行控制 [26]。

献采用原料药∶辅料为 1:1 的混合比例进行研究，以尽
可能观察到原料药与辅料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

[16-17]

根据申报资料的要求，仿制制剂的杂质谱应结合

。

原料药的杂质控制情况、处方工艺、降解途径和降解产

在 FDA 提供的速释制剂开发案例中，也包括了原料药

物、稳定性等进行分析。强降解试验研究可以为药物可

与辅料相容性的研究，采用的混合比例为 1:1，在温度/

能存在的降解途径和降解产物提供相关信息，并能在一

相对湿度为 25℃ /60% 和 40℃ /75% 的条件下分别考察，

定程度上揭示药物的内在稳定性 [27]。关于氯雷他定在

放置时间为 1 个月，并通过 HPLC 测定方法考察含量

酸碱、氧化、高温及光照条件下的降解情况已有研究发

与降解产物的变化

[18]

现：紫外线和日光照射下会发生降解 [28]，在碱性条件

。

氯雷他定片原研药采用的辅料为玉米淀粉、乳糖

下比酸性条件下更易发生降解，且易发生氧化降解 [29]。

和硬脂酸镁 [7]。仿制片剂若使用与原研药不同种类的辅

崔宏霞等 [30] 对氯雷他定片剂与原料药的有关物质进行

料，如十二烷基硫酸钠、微晶纤维素、糊精等 [19-20]，或

了初步鉴定，结果发现杂质中的氧化产物异构体较多，

使用不同厂家生产的辅料，都可能出现与原料药不相

这一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氯雷他定容易氧化降解这一

容的情况，故在处方设计初期需对原料药与辅料的相

性质。但不同降解途径得到的具体降解产物的结构还未

容性进行充分研究。生产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对选

有明确的鉴别和确证，杂质谱中降解杂质的归属仍有

择合适的原辅料混合比例、放置条件及考察时间等进

待确认，这也是氯雷他定片一致性评价中的难点之一。

行分析研究。

杂质谱的研究不能脱离已有的质量标准和杂质限度

2.3 氯雷他定片的药学指标比较

要求。美国药典 USP36-NF31 及欧洲药典 EP8.0 中收载

2.3.1 晶型 同一物质的晶型不同，其物理性质和生物活

了 10 种氯雷他定原料药的有关物质（2~11）[31-32]。根

性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药物多晶型的研究对药品的安

据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针对制剂

。目前

的杂质限度要求 [33]，氯雷他定片原研药的最大日剂量

已有文献对仿制药与原研药的晶型一致性进行了相关

为 10 mg，氯雷他定片剂中杂质的报告限度为 0.1%，鉴

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如杨丽珍

[22]

[21]

分别测定了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仿制

定限度为 0.5% 或 20 μg，质控限度为 0.5% 或 200 μg。

将仿制的

杂质分离与鉴定可采用反相色谱方法 [34-35]，流动

非洛地平原料药与原研厂原料药的晶型进行了比较和

相中也可添加离子对试剂 [36]；对特殊杂质中的已知杂

分析，为仿制药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

质应使用杂质对照品进行定位，如无法获得该对照品

药与原研的地产化药品的晶型，朱静毅等

[23]

先 灵 葆 雅 公 司 的 一 项 专 利 US 6335347 B1 研 究

时可用相对保留值进行定位，未知杂质应进行分离纯

发现：①氯雷他定存在 2 种不同的晶型，以专利 US

化制备或合成制备以供研究 [37]，如 Reddy 等 [38] 通过合

4282233 的合成条件制备得到的是晶型 1；②晶型 2 的

成和制备色谱进行杂质制备，并结合 LC/MS、NMR、

红外光谱可检测到晶型 1 不具有的 1 334、1 279、

FT-IR 和熔点测定等方法鉴定了其结构。笔者在前期实

-1

1 263、1 032、802、570、549 cm 特 征 峰； ③ 晶 型 2
[24]

验中还发现，在采用反相色谱法对氯雷他定与地氯雷他

。此外，专利 US 20080194823

定进行分离时，随着流动相 pH 在一定范围内降低，两

A1 提供了晶型 1 新的制备方法，并给出了晶型 1 与晶

者的保留值均会减小，说明氯雷他定杂质的色谱行为随

同样具有抗组胺作用

型 2 的 X 射线粉末衍射图谱，以区分 2 种晶型

[25]

。根

据已有文献与相关资料无法获知参比制剂的确切晶型，

流动相 pH 降低的变化趋势很可能与原型相似，这可为
通过相对保留值对杂质进行定位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且目前还未有文献对氯雷他定 2 种晶型进行更深入的

杂质的比较，应在现有质量标准和 ICH 杂质限度

研究。因此，氯雷他定片参比制剂原料药的晶型研究

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氯雷他定片仿制药的处方工艺、

应放在首位。选择晶型一致的氯雷他定原料药是仿制

降解途径以及文献报道的杂质研究情况，以参比制剂

片剂与原研药质量一致的基本要求。

的杂质谱分析结果为指标来针对性地制定仿制制剂的

2.3.2 杂质 通过对仿制药与参比制剂的杂质谱进行比

杂质标准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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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7

10
2.4 氯雷他定片的溶出曲线比较研究

4

5

8

9

11
似因子（f2）法，当 f2 不小于 50 或仿制制剂与参比制剂

药物在体内的溶出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影响

在 15 min 的平均溶出量不低于 85% 时，可认为溶出曲

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体外溶出度试验是评价口服固体制

线相似 [3-4]。可参照美国药典 USP36-NF31 与 2015 版中

剂内在质量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是多种 pH 溶出介质

国药典中的氯雷他定片溶出度方法，采用桨法进行测定，

中溶出行为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仿制制剂内在品质

转速为 50 r·min-1 [31,41]。

是否一致，还可提高药物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成功率 [40]。

2.4.2 氯雷他定片的溶出曲线比较研究方法 溶出曲线

2.4.1 溶出曲线比较研究方法 仿制制剂与参比制剂的溶

的比较研究关键之处是如何建立能够反映仿制制剂与

出曲线比较研究应包括溶出试验方法、溶出介质、取样

参比制剂内在品质差异的溶出曲线，即如何建立具有

时间点选择以及曲线相似性的评价等 4 个方面：①溶出

区分力的溶出曲线 [42]。氯雷他定片是具有 pH 依赖性的

试验方法一般采用桨法和篮法，实验选用的溶出度测定

难溶性口服固体制剂 [43]，对于此类药物，应细分溶解

装置应满足中国药典及《药物溶出度仪机械验证指导原

度急剧变化的 pH 值段，在尽可能采用低转速和低浓度

则》的要求；②应选择不少于 3 种 pH 值的溶出介质，

表面活性剂的前提下，寻找在溶出时间为 45~120 min 时

如 pH 1.2、4.5 和 6.8 的溶出介质；③取样时间点可为 5

溶出量能达到 85% 的溶出介质，并且溶出过程没有急剧

和 / 或 10、15 和 / 或 20、30、45、60、90、120 min，

的拐点，这样的溶出条件才可能具有较好的区分力 [44]。

此后每隔 1 h 进行测定，连续两点溶出量均达 85% 以上，

刘屹等 [45-46] 选择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的氯

且差值在 5% 以内可作为截止时间点选择的依据，一般

雷他定片作为参比制剂，研究了其在不同 pH 溶出介质

在酸性溶出介质（pH 1.0~3.0）中考察时间不超过 2 h，

中的溶出行为，首先考察了参比制剂在 FDA 推荐的 pH

在其他 pH 值溶出介质中不超过 6 h，必要时应结合药物

1.0、4.5、6.8 溶出介质和水中的溶出行为，以筛选溶出

在不同溶出介质中溶出的快慢对取样时间点进行调整；

条件，进一步优化后，最终选择 pH 4.5 的磷酸盐缓冲

④溶出曲线相似性的比较主要采用非模型依赖法中的相

液（含 0.25% 吐温-80）、pH 6.8 的磷酸盐缓冲液（含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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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温-80）和水（含 0.10% 十二烷基硫酸钠）这 3 种溶

物等效性试验的建议中，提倡除了要求受试者空腹口服

出介质进行溶出曲线考察，在 pH 1.0 的盐酸溶液中仅

片剂后进行试验外，还需进行餐后给药试验，并推荐单

测定 15 min 的单点溶出量。而郑淑凤等

[47]

经研究筛选

剂量为临床常用剂量 10 mg 的双交叉试验方案，选用健

后，选择 pH 3.0 缓冲液、pH 6.8 缓冲液（含 0.6% 吐温 -80）

康的两性受试者；同时，CDER 建议除测定氯雷他定这

和水（含 0.1% 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溶出介质来比较

一原型药外，还需测定其活性代谢产物地氯雷他定 [55]。

氯雷他定仿制制剂与参比制剂的溶出差异。

生物等效性试验是药物一致性评价中十分关键的

对比以上文献建立的 2 种溶出曲线比较方法，考

部分。药学指标的比较和溶出曲线相似性评价能够在一

虑到氯雷他定片在 pH 1.0 的溶出介质中溶出过快，且

定程度上反映药物内在品质的一致性，而生物等效性则

应尽可能采用低浓度表面活性剂的原则，选择 pH 3.0

可反映药物在疗效和安全性上的一致性。目前，针对

缓冲液、pH 6.8 缓冲液（含 0.6% 吐温 -80）和水（含 0.1%

文献中氯雷他定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仍存在的问题有：

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溶出介质进行溶出曲线考察更

文献多以进行空腹生物等效性研究为主，故建议补充

为适宜。

餐后给药试验，以评价进食对仿制制剂和参比制剂生物

2.5 氯雷他定片的生物等效性研究

利用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常采用健康男性作为受

生物等效性是指仿制制剂与参比制剂在相同试验

试者，但未能涵盖一般人群的性别特征，应选用有适

条件下，给予相同剂量，其活性成分吸收程度和吸收

当性别比例的两性受试者更为合适；因氯雷他定的主

速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常采用药代动力学参数为

要代谢产物地氯雷他定是其活性代谢产物，建议也对

终点指标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

[48]

。

2.5.1 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内容 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内容

生物样本中的地氯雷他定进行测定，其相关研究结果
可用于支持疗效一致性的评价。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试验设计：一般采用随机、双
周期、双顺序的单剂量交叉试验；②受试者选择：受

3 结语与展望

试者数目可根据适当的样本量计算法来确定，应不少

随着我国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程序与技

于 18 名，受试者群体应涵盖一般人群的特征；③采样

术体系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以实现

时间：应具有足够长的采集时间与合理的采样点，从

与原研药在临床上的可替代性迫在眉睫。虽然国内已

而可靠地估计暴露程度；④生物等效性评价：在单剂

有 35 家药厂获批生产氯雷他定片，但流通在市场上的

量给药的情况下，参比制剂和仿制制剂的 AUC(0→t) 和

部分氯雷他定片在疗效与质量上能否真正替代原研药

Cmax 几何均值比值的 90% 置信区间应落在可接受范围

仍待确认。

的 80.00%~125.00% 之内

[4,37]

。

已有的相关研究对氯雷他定片的一致性评价具有

2.5.2 氯雷他定片的生物等效性试验方法 氯雷他定片

参考意义，同时也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①根据目前

生物等效性研究中采用 HPLC 或 HPLC-MS 方法进行测

已有文献资料还无法获知参比制剂中氯雷他定原料药

定时，由于存在检测灵敏度较低的问题，选择的单次

的确切晶型，对于不同晶型是否会影响其质量与疗效

给药剂量为 20 和 40 mg

[49-53]

，均大于其临床常用剂量（10

一致性的研究也不够深入；②氯雷他定可通过不同途

建立了灵敏度较高、专属性强和重现

径发生降解，但部分降解产物的结构与降解杂质的归

性较好的 LC-MS/MS 方法，可对单次口服 10 mg 氯雷

属仍未明确；③生物等效性试验中两性受试者的涵盖、

他定片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受试者血浆进行测定，故

餐后生物等效性研究和氯雷他定活性代谢物对药效的

生物等效性试验中生物样品的分析应首选灵敏度高的

影响常常被忽视。这些都应是氯雷他定片剂以及其他

串联质谱方法。

品种的仿制药今后一致性评价研究时应该加以考虑的

mg）。张丹等

[54]

在 FDA 药 品 评 价 和 研 究 中 心（Center for Drug

问题。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DER）公布的氯雷他定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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