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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进行植物药开发的路径、要求及策略探讨
滑维薇，高翼，杜涛 *
（汉佛莱医药顾问有限公司，马里兰 柏赛斯塔 20817）

[ 摘要 ] 近年来，越来越多药企开始在美国进行植物药的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申报，美国 FDA 日益重视植物药的开发，于 2016 年 12 月
发布并实施了修订版的《行业指南：植物药》，为植物药后期开发提供更多专业建议。结合 FDA 已经批准的 2 个植物药案例，详细介绍
植物药 CMC（化学、生产、控制）、临床前研究和过往人用历史方面的基本要求，浅谈 FDA 的申报要求、审评思想和申报策略，以期
为中国中药企业的国际化开发和注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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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the Paths, Requirements and Strategies
for 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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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growing number of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 and new drug application (NDA) of botanical drugs in the United States, FDA
has placed an increased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anical drugs. In December 2016, FDA released and implemented the revised 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Industry 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suggestions for the late-stage development of botanical drugs. With two case
studies of botanical drugs approved by the FDA, this paper elaborates basic requirements of CMC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 pre-clinical
studies and previous experience on human use of botanical drugs to tentatively analyze the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strategies and review thought of
the FD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rug development and registration by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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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6 月，美国 FDA 针对植物药的发展发布
了《 行 业 指 南： 植 物 药》（Botanical Drug Products:
[1]

2015 年 8 月，FDA 对 2004 年出台的《指南》作出修订，
并将修订的草案在联邦公告中进行通告，广泛征求社

Guidance for Industry，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

会各界对指南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后，于 2016 年 12 月

为美国 FDA 对植物药发展颁发的第一份官方指南，其

将修订版的《指南》[4] 正式发布，该版《指南》结合了

明确了植物药药品的身份，并对植物药进入美国市场

社会各界的建议，并取代 2004 版《指南》。对比 2004

提出了全程的指导。2006 年 10 月 31 日，美国 FDA 批

版与 2016 版的《指南》，如何开发植物药的总体法规

准了第 1 个植物药 Veregen（一种用于治疗外生殖器和

策略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2004 版的《指南》更偏

[2]

肛周疣的植物药外用软膏） ，为植物药在美国上市开

重于临床Ⅰ和Ⅱ期阶段的药物开发，随着近些年的大

创了新的纪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FDA 批准了第 2

量植物药临床试验申请和新药申报，2016 年新版的《指

个植物药 Fulyzaq [ 一种用于缓解 HIV/AIDS 患者接受

南》增加了大量针对植物药后期开发的建议以及新药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时出现的非感染性腹泻症状

申报的建议，如进行Ⅲ期临床时需要准备的资料，以

[3]

的口服药物 ] 。FDA 迄今为止共批准了上述 2 个植物

及向 FDA 递交新药申请（NDA）时的一些建议。由于

药，从外用软膏剂型的第 1 个植物药到口服剂型的第 2

已有 2 个药物成功获批上市，FDA 的新版《指南》还

个植物药，该类药物在美国上市的发展又迈出了革命

增加了对上市后的一些建议，例如发生哪些变更需要

性的一步，也标志着 FDA 对植物药的审评更趋于成熟。

向 FDA 进行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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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植物药的发展以及中国医药工业的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让祖国的中药走出国门，在美
国进行临床试验并拓展海外市场。例如，天士力制药
集团用于治疗心绞痛的复方丹参滴丸于 1997 年通过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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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申请（IND），2016 年完成Ⅲ期临床试验；再如，

植物产品大部分是以食物的形式进入美国市场，1980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用于治疗高血

年末至 1990 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几个增加 FDA 监

脂的血脂康胶囊于 2007 年通过 IND 申请，豁免Ⅰ期临

管权力的法案提案，其中一个法案提案为加强对补充

[5]

床，而直接进入Ⅱ期临床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剂标签管理的法案《Nutrition Advertising Coordination

FDA 对于口服药物的批准以及《指南》的更新意味着

Act of 1991》[12]。此法案引起企业界的巨大反对，纷纷

FDA 已经意识到植物药的发展趋势，也欢迎安全有效

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其能够废除此法案，并认为 FDA

的植物药进入美国，造福广大患者。但是，从 2004 年

将禁止膳食补充剂的市场销售。美国膳食补充剂的行

第 1 版《指南》至今的 13 年期间，FDA 仅仅批准了 2

业巨头 Nature Plus 执行长官 Gerald Kessler 在公共采访

例植物药，数量远小于 FDA 在 1 年内批准的小分子化

中对此表态为“FDA 对膳食补充剂行业有长达 50 年的

学药。由此可见，FDA 对于植物药的审评依然持谨慎

偏见”。1993 年末，美国著名演员／导演 Mel Gibson

态度，丝毫没有放松对植物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

在广告中饰演厨房中有一瓶维生素 C 的补充剂而在家

量方面的要求。本文通过化学、生产和控制（chemistry,

中被捕，引起一片哗然 [13]。由犹他州（Utah）参议员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CMC），非临床（nonclinical），

Orrin Hatch 与艾奥瓦州（Iowa）参议员 Tom Harkin 提

以往的临床经验（previous clinical experience）以及临

出了《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in 1994》

床（clinical）等方面浅谈 FDA 的申报要求、审评思想

（DSHEA）[14]，由美国国会通过，并于 1994 年 10 月

以及申报策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国中药企业

25 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正式签署实施生效。

的植物药国际化开发和注册提供参考。

此法案第一次正式定义和规范法律法规管理下的膳食
补充剂，将膳食补充剂与药品正式区别开。

1 FDA 对植物产品的常规监管途径

1.2 膳食补充剂的概念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保健品市场，也是我国中
[6]

根据 DSHEA 对于膳食补充剂的定义，它是作为饮

药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

食的补充剂，具有多种调节人体机能的功能，通常以片

幅度。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在全国进

剂、胶囊、液体等形式供人摄入，不能取代某种传统食

出口外贸下滑的情况下，2015 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

物或成为饮食的唯一来源。膳食补充剂含有下列一种

出口中药 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2%，占中国中药出

或多种成分：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药草或者其

口的 14.1%。从产品应用角度来看，我国出口美国的中

他植物制剂（不包括烟草）、氨基酸以及可以帮助增

药产品主要是植物提取物，占比达到 78.2%，主要作为

加每日进食量的补充剂、浓缩素、代谢物、组成物或

膳食补充剂的原料来应用，其次作为普通食品和医药

提取物等。此外，膳食补充剂包装还需要标记有“dietary

产品的原料使用，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膳食补充剂使用。

supplement”。

至今为止，虽然我国尚无任何一个中药制剂获得 FDA
[7]

在监管方面，基于 DSHEA 的定义，美国 FDA 规

的批准可以作为药品在美国市场进行使用 ，但是植物

定膳食补充剂既不是药品也不是食品添加剂，也就意

药在美国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已有五味子、

味着：

三七、灵芝、丹参等中药标准被收录在美国药典草药
卷中

[8-11]

，还有一些中药材正在美国药典委员会的审查

过程中。这些被美国药典收录的中药材品种在安全性、
质量等方面有了美国认可的标准，为植物药在美国上
市销售奠定了基础，也为植物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

①膳食补充剂可以先上市，其无须向 FDA 证明产
品的安全性，也无须 FDA 的批准即可上市；
②膳食补充剂不能像小分子新药、抗生素或者生
物药一样向 FDA 提出临床试验或者批准的申请；
③ FDA 不会进行检查和审批以保证膳食补充剂的

更广泛地接受打下了基础。

安全性和有效性，FDA 只在某种膳食补充剂出现问题

1.1 FDA 膳食补充剂概念的起源

后才去调查生产商，通过证明产品不安全而勒令其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于膳食补充剂没
有明确的定义，并且没有一个法案明确对膳食补充剂
的管理。在没有明确膳食补充剂定义的时候，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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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信息进行登记。2007 年，FDA 又出台了针对膳

于还未通过新药审批的研究性植物药产品在美国州际

食补充剂 cGMP 的最终管理法案，明确了对膳食补充

间进行合法运输需要通过 IND 申请，当 FDA 收到 IND

剂生产的 cGMP 要求，并要求所有美国膳食补充剂生

申请后的 30 天内未提出异议，申请者可以合法地在美

产企业在 2010 年 6 月需符合该法案规定。

国州际间运输用于临床试验的植物药，而膳食补充剂

1.3 植物药介绍

则无此要求；第三，植物药需明确为具有诊断、治愈、

1.3.1 植物药定义

缓解、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的功能，然而膳食补充剂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 Act)]

[15]

的标签需明确标明产品为“dietary supplement”，不具

，具有诊断、治

有诊断、治愈、缓解、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的功能，

愈、缓解、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的产品将被视为药品。

并且未经 FDA 批准；第四，在新药上市以前，新药申

FDA 2016 年最新版的《指南》将植物药定义为：作为

请者需向 FDA 证明药物的安全性，而膳食补充剂企业

药品使用，且由植物原料药（包括植物材料、藻类、

无需向 FDA 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即可上市。

肉眼可见菌或它们的组合物）制备的药品，可制成溶液、

1.3.3 植物药与化学药的差异

粉末剂、片剂、胶囊剂、酏剂、外用制剂、注射剂等

从法规管理角度，植物药与化学药在核心思想上

多种剂型。

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由于植物药通常由多种成分组

1.3.2 植物药与膳食补充剂的差异

成，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法规对植物药与化

植物药作为药品被 FDA 管理，与膳食补充剂存在

学药进行 IND 申请时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差异。表 1 对

着显著的差异。首先，作为植物药在美国上市需要经

两类药物进行了大体对比分析 [16]，笔者随后将详细讲

过 FDA 的新药审批并且通过了审批才能合法在美国市

述植物药与化学药进行 IND 申请时的差异。

场进行销售，然而膳食补充剂并无此要求；其次，对
表 1 植物药与化学药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between botanical drugs and chemical drugs

植物药

化学药

化学组分

通常为多种成分的混合物；没有明确的化学成分组成

通常为合成或者从自然界提纯的单一成分

有效成分

通常没有明确的研究证明有效成分

有明确的有效成分

质量控制

需要控制批次与批次之间的一致性

有明确的定性定量控制

GMP 要求

从原料开始进行要求，如更换原料的供应商需进行更换前批准

对原料药有 GMP 要求

用于申请 IND
的临床前研究

可以减少或者滞后进行；已有的人体使用史可以用来评估药品的安
全性，加速临床试验进程

标准的临床前研究要求

临床评估

可无需从标准Ⅰ期临床开始

标准的Ⅰ、Ⅱ、Ⅲ期临床

过非处方药专论方式非常困难，因此 FDA 建议申请者

1.4 植物药上市的法规途径
植物产品可以通过食品、膳食补充剂、药品、化

通过新药申请的途径申请植物药上市。进行新药申请

妆品等途径在美国上市。其中，植物产品想要在美国以

前申请者需要对产品进行 IND 申请（见图 1）[1]，而后

药品的途径在美国上市，首先需要判断产品预期的用途

需要进行临床试验以获得足够的 CMC、临床等信息支

是否为诊断、治愈、缓解、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的产品。

持产品的新药申请。

通常，作为药品进行上市的植物产品有 2 种可以上市

FDA 意识到，植物药通常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混

的方式：一种为通过非处方药专论（OTC monograph）

合物，化学成分和有效成分往往不确定，生物活性也不

上市，另外一种为通过新药申请获批上市。迄今为止，

显著，但其通常具有大量人体使用史。因此，FDA 对

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药通过非处方药专论上市，并且通

于进行Ⅰ期、Ⅱ期临床试验申请的要求，会根据药物本

2017 年 3 月

第 41 卷

第3期

Prog Pharm Sci

Mar. 2017

Vol. 41

No. 3

198

滑维薇 , 等：在美国进行植物药开发的路径、要求及策略探讨

身的背景和药物的特征作相应的调整，并根据不同情况
[1]

全性的资料，因此在Ⅰ期、Ⅱ期减免的临床前实验资料

减少一些要求（见图 2） 。然而，对于进入到Ⅲ期临

需要在Ⅲ期提供。表 2 为根据《指南》总结的 FDA 对

床试验和 NDA 阶段的产品，FDA 并不会因其为植物药

植物药Ⅰ期/Ⅱ期和Ⅲ期临床申报的要求，详述了 FDA

而放松要求，而是要求其也须符合现代药品的管理标准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植物药的要求 [16]。

和要求。例如，FDA 会要求更详细的 CMC 与临床前安

图 1 植物药上市的法规途径流程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regulatory approaches for marketing botanical dru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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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物药 IND 审批途径流程图
Figure 2 Flowchart of IND approval for botanical drug products
表 2 FDA 对植物药 IND 申报要求的全面总结
Table 2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FDA’
s requirements for botanical INDs

Ⅰ期或Ⅱ期

Ⅲ期

对于没有安全性问题 对于未上市的植
合法上市的植物药（美 物药和有未知安
国或美国之外的地区） 全性问题产品

IND 申报要求

A．产品描述和人用历史文献记录
植物药使
用的描述

名称；别名；植物学名；药学名称；已知的特征标记物

√

形态学和解剖学描述；照片；产地和地理分布；原药材的目前来源；
濒危物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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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Ⅰ期或Ⅱ期
对于没有安全性问题 对于未上市的植
合法上市的植物药（美 物药和有未知安
国或美国之外的地区） 全性问题产品

IND 申报要求
药品和每种成分的信息
使用历史

√

√

√

√

√

√

√

√

√

√

√

制备方法；剂量和给药途径；医疗补贴；安全性；区域使用历史
目前的调研性使用

目前的销
售使用

Ⅲ期

药品和每种成分目前在全世界的使用情况和范围
B．化学、生产、控制

√

√

目检和显微镜检查

防伪证明书

√

√

供应商；收割地点；种植条件；收割时间和生长阶段；制备；存储

√

√

指纹图谱；化学特性

√

加工商的名称和地址

√

制备流程和过程控制

√

质控检验和分析方法，包括植物学鉴定；化学鉴定；指纹图谱；生
物鉴定；重金属；微生物限度；农残；毒素；杂质；掺杂物

√

凭证标本复印件

√

化验证明书

√

植物原
药材

储存条件和容器密闭系统
制备方法；表明是否按照传统工艺

√
√

√

定性和定量描述

√

√

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

√

√

原药材的接受标准和验收检验

√

质量控制检测：外观，指纹图谱，化学检验，生物鉴定，规格，重
金属，微生物限度，炽灼残渣，水分，溶剂残留，农药，放射线同
位素污染物，外源毒素，内源性毒素
植物原
料药

√

√

所有分析方法的验证报告

√

对照品

√

批次分析

√

容器密封系统
稳定性

√
√

√

√

注射剂的动物安全性试验

√

√

定性和定量描述的标签

√

√

推荐的单批临床批次

√

√

推荐的多批临床批次

√

定性和定量描述

√

√

√

化验证明书

√

√

√

检测方法

√

√

√

√

√

生产商的名称和地址
原料药的接受标准和验收检验
植物药
产品

√

生产过程描述

√

√

质量控制检测：外观，指纹图谱，化学检验，生物鉴定，规格，微
生物限度和其他剂量的特定属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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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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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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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Ⅰ期或Ⅱ期
对于没有安全性问题 对于未上市的植
合法上市的植物药（美 物药和有未知安
国或美国之外的地区） 全性问题产品

IND 申报要求
安慰剂

Ⅲ期

如适用，成分描述

√

√

√

已上市产品标签的复印件

√

√

√

拟定的含概述的临床标签

√

√

√

√

√

√

√

√

√

√

√

既往人体使用历史和已有的药品和每种成分的动物毒理数据

√

√

药品、单个成分、化学组分的数据库搜索结果

√

√

√

年销售额，接触人群和不良事件

√

√

√

如果按照传统方法制备，即使没有完整的非临床试验，也可能足
以支持临床试验

√

N/A

如果未按照传统方法制备，那么非临床试验是否需要，则需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

√

√

√

标签

定量描述
无条件排除声明
环境评估

如果使用野生物种，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存在特殊情
况则需要提交环境评估
C．非临床安全评价

美国上
市药品
非在美国
上市的药品
未上市
的药品
已知安全问
题的产品

需要哪些非临床试验，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两种哺乳动物最大给药剂量的重复剂量的一般毒理试验

√

生殖毒理

√

遗传毒理

√

致癌性试验（需具体分析是否需要）

√

特殊毒理/药理试验（需具体分析是否需要）

√

所有产品

D. 生物利用度和临床药理学
药物代谢
动力学和
药物效应
动力学

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试验（如涉及，则需要提供该信息）

药物相互
作用

药物相互作用（如适用，则需要提供该信息）

√

√

√

√

√

√

√

E. 临床考虑
方案设计 更加明确的试验方案设计，而不是预实验或传统Ⅰ期试验的方案设计
注：√：需要提供该信息；NA：不适用

√

2 FDA 植物药开发的基本要求

生物检定等角度，通过 2 个获批上市的植物药案例所体

2.1 生产、质量和控制

现的 FDA 审评理念和思想，结合我国药企的实际情况，

由于植物药的特性，导致其与化学药在本质上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大部分植物药没有明确的有效

分析和探讨如何进行Ⅰ期、Ⅱ期临床的 IND 申请。
2.1.1 植物药 CMC 方面存在的挑战

成分，为多成分多靶点，难以做到分子水平上的批次间

很多植物药在美国的开发处于早期研发阶段，FDA

一致性等，因此，FDA 对植物药的要求和开发策略也

并不要求完整详尽的 CMC 资料和信息，然而，从早期

与化学药有明显差异。2004 版和 2016 版的《指南》为

开始，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收集将有助于药物

广大准备开发海外市场的中国中药企业提供了明确的

开发顺利过渡到Ⅲ期临床研究。通常，植物药在美国

指导，2 个 FDA 批准上市的植物药也为药企理解 FDA

的开发，CMC 环节存在着以下挑战。

审评理念和审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案例。下文将
从植物原料的特性和质量控制、生产工艺研究和控制、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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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清楚，甚至这些成分中哪种为有效成分也并不

上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制剂质量上的差异。以我国常

能完全确定，在定性定量检测上存在一定困难。根据《指

用中药材黄芪为例，即使是同一个培育基地培育出的

南》，尽管 FDA 没有要求申请企业必须明确植物药的

黄芪在不同年份下采摘，如 2 年、3 年、4 年、5 年、6

活性成分，但根据已上市的产品审批信息分析，FDA

年，其中的总皂苷含量也不尽相同，以 6 年生的黄芪总

所批准的 2 个植物药均为单方制剂的产品，成分来源

皂苷含量为最高。再以 Veregen 为例，Veregen 所采用

也单一，且有明确的活性成分。例如，Fulyzaq 为秘鲁

的原料为来自 Camellia sinensis (L).O.Kuntze 的干燥叶，

巴豆植物的红色汁液提取物，crofelemer 为其主要的活

FDA 要求，如果产品上市后，对原药材的栽培品种变

性成分，是低聚原花青素混合物，主要由（+）-儿茶素、

更需获得 FDA 的批准，因为不同的茶树品种会造成药

（-）-表儿茶素、（+）-没食子儿茶 s 素和（-）-表没食

物中重要成分儿茶素和其相关组分的差异 [19-20]；与此同

子儿茶素单体单元以随机顺序连接而成 [17]。Veregen 为

时，FDA 也要求药品采用的茶叶需要在固定的产地生

一种绿茶提取物，活性成分主要为儿茶素类，其主要

产，使用相同的生长条件和采摘条件。我国企业如果有

药效成分为 kunecatechins，尽管其全部有效成分并没有

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可以建立规范化的种植基地和

得到完全的确证，但是 MediGene 公司在申请 NDA 前，

规范化的管理。当然，很多企业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药

对其活性成分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最终的未知成分

材种植基地，建议企业可以对原药材供应商进行资质审

仅占了总有效成分 7.5%，这对 Veregen 的成功获批有

计，然后选取优良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

[7]

着巨大的贡献 。

以保证药材来源的稳定性。

第二，批次间的临床效果一致性也是 FDA 非常重

2.1.2.2 原药材的鉴别和控制 FDA 的《指南》对原药材

视的一方面，这也是中药较难掌控的一点。中药的原药

的鉴别和控制提出明确指导，建议申请者对原药材进

材与化学药的原料不一样，受生长环境影响较大，会造

行感官、外观、显微镜等方式检查鉴别；在采收后进

成一定的含量差异，因此会造成不同批次原药材生产出

行加工，异物控制，元素杂质检验，微生物限度控制，

来的植物药制剂质量上的波动，包括质量标准中所测成

杀虫剂残留的检测，外源毒素检测，等等。

分含量限度的变化，而此变化又与临床效果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的中药材鉴别大多仅依照《中国药典》

例如，FDA 批准上市的 Veregen 为 15% polyphenon RE

或中国的其他法定标准进行鉴别，其中很多药材仅用

软膏，其含量范围限度为 90%~110%。申请人曾经向

薄层色谱法进行鉴别，一些药材的检查项目并不全面，

FDA 提出申请，希望根据 63 批产品中每种儿茶素含

无法满足 FDA 对原药材的要求。以桑白皮为例，根据

量的平均值的 ±3% 标准差为含量限度标准，此请求被

中国药典，对于农药残留、重金属或元素杂质检测并

FDA 拒绝。因为 FDA 明确含量限度范围需以临床试验

没有列入药典的检测项目中。然而，在中国企业向美

使用的样品含量为依据，并保证产品的批次一致性

[18]

。

国 FDA 进行 IND 申请时，经常会面临 FDA 希望中国

在 2016 新版行业指南中，FDA 特别添加了一个新的章

企业能够将《指南》建议的相关项目列入到检查项目中，

节，指出从原料药材、化学生产控制检测和生物分析

并提供数据。FDA 认为这些项目会对药物的安全性有

临床数据的角度，需要哪些信息来证明批次间的临床

直接的影响，因此很重视这些项目的检测和检测结果。

[4]

疗效一致性 。

在药物开发的早期，FDA 也理解企业会在药材鉴别方

2.1.2 原药材 CMC 的基本要求

面所面临的困难，例如建立分析方法、无法区分信噪

2.1.2.1 原药材的来源和生产控制 根据 FDA 的《指南》，

比等。因此，FDA 希望企业能够在早期研发阶段开始

企业需要对植物原药材进行规范控制，包括使用的药材

收集信息，了解使用的药材，更好地建立质量控制。

的基源的稳定性。例如，《指南》中明确提到建议提供

FDA 对原药材的鉴别和控制所使用的方法并无硬

采收地点、生长条件、采收时的植物生长阶段、采收

性的规定，但其希望能使用现代化的方法进行鉴别和

时间 / 季节。这是基于植物药原药材特性所制定的建议。

分析，例如可以使用指纹图谱的鉴别方法。因此，我

虽然是同种药材，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培育，在不同的

国药企可以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进行质量差异研究

条件下培养，由于环境、气候、光照等因素，培育的

和探索，并在制定质量标准时进行具体体现，以符合

植物可能会有一定的含量差异，进而导致原料药质量

FDA 对于原药材鉴别和控制的预期。根据一些成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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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IND 的经验，FDA 期待对于每一个原药材，至少选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早期采用中国药典的方法或

出一个标记物，如在情况允许条件下，建议选出 2 个

者 in-house 方法进行检测，在进入Ⅲ期临床前逐步将中

或者 2 个以上的标记物，以便对药材的质量进行控制，

国药典的方法转化为美国药典的方法或者符合美国药

因为当每种药材仅有一个标记物以控制含量的时候，

典通则的方法。再例如，对于微生物限度检测，美国

一些人工添加的方式可以改变药材的真实成分，从而

药典与中国药典可能存在使用菌种不一致的情况，建

无法达到对药材质量的有效控制。当有 2 种或者多种

议研究者随着产品开发的进行，逐步转化为美国药典

标记物时就可减少发生人工添加标记物的情况，从而

的菌种和方法。另外，我国企业在产品开发中需要注

更有效地保证了药材的质量和一致性。

意的一点是，21 世纪初提出的质量源于设计（Quality

2.1.3 原料药和制剂 CMC 的基本要求

by Design，QbD）理念。这一理念首先出现在人用药

根据《指南》，FDA 建议申请者对植物药的原料

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药和制剂进行定性描述、定量描述、生产过程描述，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并进行质量控制的相关实验，其中包括外观、化学鉴别、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发布的 Q8 中 [21]，

含量测定、生物检测、微生物限度、重金属等，提供

其定义为“在可靠的科学和质量风险管理基础之上的，

包装材料和稳定性数据等信息。

预先定义好目标并强调对产品与工艺的理解及工艺控

FDA 对原料药和制剂的质量要求是基于其对批次

制的一个系统的研发方法”。ICH Q8 指出，质量不是

间一致性的要求，FDA 希望申请企业通过申请材料中

通过检验注入到产品中，而是通过设计赋予的，要获

的信息，能够证明批次间临床疗效的一致性。我国的

得良好的设计，必须增加对产品的认知和对生产的全

申请企业可以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研究和中间体控制，

过程控制。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中控点、

原料药和制剂的鉴别与质控以及稳定性数据这几方面

合理的质控参数尤为重要 [21]。例如，如果在过程中使

向 FDA 证明产品批次间的一致性。

用了有机溶剂，那么需要在合理的步骤建立对相应有

2.1.3.1 生产过程的研究和中间控制 植物药的原药材中

关溶剂残留的检测，需要有足够的数据和信息支持产

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量会受自然条件，如光照、

品中的有机溶剂含量的限度。

温度、降雨量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原

2.1.3.3 原料药和制剂的稳定性 与对化学药的稳定性要

料药和制剂批次间的一致性，与化学药比较会更加困

求一致，申请企业需要提供至少在临床研究时间长度内

难。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建立合理的中间控制点，

支持植物药安全使用的稳定性数据。伴随着产品研发的

设定合理的可接受范围，对中间产物进行检查以确保

开展，企业根据 ICH 指南 Q1A（R2）[22] 进行持续性研究，

原料药的质量。当不同批次药材质量差异出现的时候，

形成可以用于支持未来产品有效期期限的研究数据。

可通过对不同批次的原药材采用不同的调配方式，均

与此同时，如果需使用安慰剂进行对照，那么企

衡投料等手段保证批次间的一致性。FDA 认为这是一

业也应该提供安慰剂制备所用的原辅料信息、制备工

个长期的工作，因此建议研究者从早期就着手进行研

艺、包装及贮存条件等，并向 FDA 提供资料和信息，

究和资料信息的收集，为Ⅲ期临床试验做好准备。

证明安慰剂不会有相关药效。如临床试验采用盲法，那

2.1.3.2 原料药和制剂的质量控制和鉴别 《指南》中建

么需要有资料和信息对试验样品与安慰剂在感官方面

议对每一批原料药和制剂都进行质量监控，包括外观，

进行评估，如色、味、气、外观等方面应没有显著差异，

以干重表示的规格，活性成分的鉴别，定性定量分析，

在保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能区别试验样品和安慰剂

质量平衡，根据美国药典 <561> 的检查方法进行的杀

的情况下，临床试验能置盲的情况下，试验样品与安

虫剂检测，元素杂质、毒素检测，微生物限度检测等。

慰剂可以有细微的区别。

FDA 理解很多植物药的原料药和制剂并没有收录于美

总而言之，FDA 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政府监管机构，

国药典中，因此没有明确的检测方法。在产品开发的

FDA 充分理解植物药与化学药在本质上有着深刻的区

早期阶段，FDA 也没有硬性要求所有的检测项目需要

别，因此在 CMC 部分，FDA 并不要求植物药和化学药

符合美国药典的检测。例如，《指南》中提到的根据

一样必须进行明确的有效成分定性定量测定。在药物

美国药典 <561> 的检查方法进行的杀虫剂检测，我国

研发早期，FDA 接受植物药采取一些替代方式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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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药的质量以及批次间的一致性，例如对原药材严

并且可以在非 GLP 条件下完成。与化学药不同，植物

格控制、指纹图谱技术、生产过程中的严格中控等方

药是多靶点药物，其药效作用是多种活性成分药理反

式。但是，在进入Ⅲ期临床和 NDA 申报阶段时，FDA

应协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清楚是哪种成分真正起到

会希望申请企业提供足够的 CMC 信息满足上市要求，

作用，加上很多植物药的药效早在人体身上得到验证，

此时 FDA 将不会放松对植物药的 CMC 要求。例如，

因此 FDA 对植物药药效学研究的要求更低。值得一提

Veregen，是在其原料药 kunecatechins 有了确定的主要

的是，FDA 对安全性评价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高，且

化学成分和次要化学成分的种类分析、性质和构成比

必须符合 US-GLP 要求。

例研究，以及有了全面的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控制方
法后，才获得 FDA 的上市批准

[2,19-20,23]

。

其次，植物药的毒理学研究可以部分减免或延迟。
对于常规的小分子化学药物，FDA 一般要求开展两个

2.2 临床前要求和过往人用历史

物种的普通毒理学研究（啮齿类和非啮齿类）；而对于

2.2.1 FDA 对植物药临床前研究的总体要求

有着丰富人用历史的植物药，FDA 可以接受使用人的

就总体而言，FDA 对植物药进入早期临床（Ⅰ期、

临床资料部分替代非啮齿类动物毒理研究，但有时仍然

Ⅱ期）的临床前要求要比小分子化学药物低很多，主

需要啮齿类动物一个物种的普通毒理研究来支持初始

要原因是大多数植物药都有着广泛、长期的人用历史。

临床。人体资料不能完全替代毒理实验的原因有两点：

由于不同植物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FDA 会针对每

1）长期使用植物药可能导致某些人群（如中国人对中

个品种的实际情况，来评估其进入临床所需的药理毒理

药）的耐受性比较高，但是美国人从来没用过从而耐受

[4]

研究资料的多少。FDA 的《指南》主要提及以下三类 ：

性比较低；2）进行完动物实验后可以牺牲实验动物来

1）已经在美国市场作为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使用的产品

观察组织学上的病理变化，但是人们却无法用人体组织

（例如西洋参、紫锥菊等），作为植物药进行开发一般

来进行组织学观察。笔者曾经参与的多个植物药 IND

不用开展临床前研究，只需递交药物安全性的文献检

申报，利用国内的文献资料和临床试验，加上一个啮

索资料，即可获准开展临床试验；2）未在美国境内上市，

齿类动物的普通毒理资料支持了美国的初始临床试验。

但在特定国家、地区或医学体系中被广泛应用的产品，

植物药的多数特殊毒理研究通常可以和Ⅲ期临床并行

比如传统中药、印度的阿育吠陀草药（ayurvedic herbal

来做，并且在 NDA 之前完成，如致癌试验。值得注意

medicine）等，这类植物药由于有着长期、广泛的人用

的是，国内临床资料里往往缺少药物的安全窗和最大

历史，可以凭借人的资料来减少或延迟临床前药理、

耐受性方面的资料，因此往往需要在美国开展Ⅰ期临

毒理研究；3）全新的植物药，由于没有人体使用历史，

床以后才能进入Ⅱ期临床。

FDA 对这类植物药的临床前要求与小分子化学药物没
有差异，需要做全套的药理毒理研究，申请者可以参照
ICH M3

[24]

以及其他 ICH、FDA 相关指南开展研究。除

最后，FDA 虽然要求植物药申请者进行药代/毒代
动力学研究，但是对结果的要求较低。植物药是多成分、
多靶点的，而且很难确定其有效成分，因此植物药的药

此之外，FDA 对于有已知安全问题、超出过往使用剂量、

代 / 毒代动力学特征有别于化学药。FDA 的要求是选

改变给药途径等的植物药要求额外的药理毒理研究。

取植物药的 1~2 个主要成分作为特征标记物。即便如此，

总之，FDA 对植物药进入早期临床所需的临床前要求

植物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仍然困难重重，例如在体外选

的高低既取决于药物本身特征，也取决于人用历史的

取的标记物进入体内以后可能因为被代谢而无法检测。

多少以及具体的临床方案设计。

FDA 希望申请者尝试找出药代动力学特征，但是也不

2.2.2 中药作为植物药开发的临床前要求

会因为无法做出化学药那样的药代动力学结果而不批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着几千年的使用历史，

准 IND。

很多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在长期的人体使用历史中已

综上所述，传统中药由于有大量的人用资料，十

得到很好的验证。根据现行法规，FDA 对于这类植物

分适合在美国开发成植物药。申请者可以充分利用人

药进入早期临床有着较低的临床前要求。

用资料来减免、延迟药理毒理研究，从而快速进入临

首先，FDA 对植物药药效学研究的要求比化学药
低。通常只需要递交与临床适应证相关的药效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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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过往人用历史

205

行沟通的会议都为 B 类型会议。一个开发阶段，FDA

中药的过往人用历史一般有 2 种：一种是历史资

一般只会给予一次进行 B 类型会议的机会，因此尤为

料，比如很多传统中药虽然经过现代制药技术的改良，

宝贵。如果可以在申请新药临床开始前与 FDA 进行 B

但其配方是来源于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

类型的 pre-IND 会议，将已有的信息和产品的开发计划

等医学古籍之中。这类文献资料可以为植物药临床申请

呈现给 FDA 的审评官员，与 FDA 的审评官员进行科

提供药物开发合理性的依据。另一种是临床数据，这

学探讨，将会对新药临床研究进行和产品开发有着巨大

类中药很多是在国内已开展过临床试验或者是已上市

的帮助。在 2015 年最新版的 FDA 官方指南《FDA 和

的品种。这些临床资料除了可以提供药物开发合理性

处方药付费产品申请者的正式会议》（Formal Meetings

依据和药物安全性依据外，还为药物在美国开展的临

between the FDA and Sponsors or Applicants of PDUFA

床设计在细节上提供有据可依的参考案例。根据 FDA

Products）[25] 详细介绍了何时向 FDA 进行开会申请，

《指南》的规定，对于过去开展过临床试验的植物药，

如何申请会议，需要提交什么信息和材料。对于大部

申请者需要递交试验报告，并阐明这些试验数据的质

分中国企业，
与 FDA 进行的第一个会议为 pre-IND 会议，

量以及与 IND 的相关程度。对于已经上市的植物药（无

提供足够的信息给 FDA，做好会议的充分准备尤为关

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申请者递交的材料需要

键，其中提给 FDA 的问题尤为重要。此会议对新药临

包括产品年销售量、估计的使用人群、不良反应比例、

床批准申请也至关重要。申请企业可以根据产品开发

引用的药典或文献资料等。此外，FDA 同时还要求申

中的实际情况向 FDA 提问，咨询 FDA 的建议。例如可

请者比较过往试验或者传统文献中的植物药或其原材

以向 FDA 咨询 CMC、临床前、临床计划和法规策略问

料的鉴定、剂量、制备方法、临床试验设计等与申报

题。FDA 会根据申请企业提供的信息作出适当的建议。

IND 之间的差异。FDA 将根据具体情况，来评判这些

3.2 开发药物的选择

人用历史与所申报 IND 的相关度以及对 IND 安全性评

植物药有别于一般的化学药物，主要特点是多组

价的支撑。通常，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具有过往使用历史

分、多靶点、功能不明确、药理不明确，并且各成分的

的植物药在美国申报 IND 时候，可以直接获批进入Ⅱ期

含量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药效不稳定，进行监管难度

临床。

大。但是中药却是在中国经过多年使用的累积，证明
了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是一个以西医理论为主体的

3 FDA 植物药开发策略探讨

国家，对单一纯化药物更为认可。因此，在选择药物

如何促进植物药在美国的顺利开发？在法规与技

品种时，我国企业可以选择简单品种，原材料单一为

术之外，充分利用 FDA 的鼓励政策和审评路径将会让

好，例如，已获批的 Veregen 和 Fulyzaq 的原料均只有一

企业的开发少走弯路，具体有哪些可行的策略？笔者

种 [26-27]。当然很多中药为复方组成，原药材种类越少越

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好，并且，可以选择已经收入美国药典草药卷中的原

3.1 加强与 FDA 的沟通交流

药材。以刚刚成功结束Ⅲ期临床的复方丹参滴丸为例，

FDA 非常鼓励申报企业在提交申报材料以前与审评

其重要组成为丹参、三七和冰片。此方中丹参和三七

人员进行科学方面的沟通和探讨。FDA 为此设立有专门

提取物为活性成分，冰片为转运增强剂，复方组分有限、

的与企业沟通交流的会议以满足产品开发不同时期的需

活性成分明确，易于开展定性、定量分析 [7]，并且丹参

求。FDA 与企业间的会议一般分为 A、B、C 三种类型。

和三七已收录在美国药典的草药卷中，FDA 对其安全

A 类型会议是当产品的开发过程由于种种原因滞

性和有效性更为认可。对于复方中的原药材活性成分不

后，或者存在重要的安全性问题时，需要与 FDA 进行

明确的情况，建议申请者有足够的信息以保证药物的药

讨论。例如当产品的新药临床申请被放置在申请限制

效，批次间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并积极通过 B 类型会

（clinical hold）时，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开发进展，企业

议与 FDA 进行沟通 [28]。根据《指南》，FDA 建议申请

可以申请与 FDA 举行 A 类型会议。

者在可行的情况下确定活性成分，但是并不强制要求，

B 类型会议通常为产品开发里程碑的会议。例如新
药临床申请前会议，Ⅰ期、Ⅱ期临床结束后与 FDA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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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剂型的选择

如恶性肿瘤、一些慢性复杂性疾病，以及尚无合适治

已获批的 2 个植物药，Veregen 为外用制剂，给药
途径较安全，Fulyzaq 为口服制剂，FDA 用了超过“优

疗方法的疾病进行开发，则对药物的开发大为有利，
帮助药物更容易获得 FDA 的青睐。

先审批”4 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给予批准。建议我国申报
企业尽量选择外用制剂或者传统口服制剂等安全风险
较低的剂型，尽量避免注射及其他安全风险高的剂型，

4 结语与展望
从首例植物药外用制剂的批准到首例口服制剂的

有助于帮助新药通过 IND 审评以及最后通过 NDA 批准。

批准，植物药在美国注册上市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

3.4 适应证的选择

步，同时也意味着 FDA 对植物药的理解更趋于成熟，

FDA 为了鼓励制药企业对新药的开发，建立多种

审评制度更趋于完善。然而，迄今为止仅有 2 例植物药

政策支持新药进行临床和上市。例如，在美国开发用

获批，
且口服制剂的获批比预计的审评时间滞后几个月，

以治疗受影响病人少于 20 万人（仅限美国）的罕见

这些都意味着 FDA 对植物药的审评依然持谨慎态度。

病，或者通过药物开发企业不会获得经济利益的药物，

但 是， 新 任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上 任 后 在 医 药 领 域

FDA 可以授予孤儿药的资格。根据美国孤儿药法案，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他公开表示希望能够加速

获得孤儿药资格的药企，可以获得快速审批、税务减免、

FDA 对新药的审批，并缩减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束缚，

申报费减免、研发经费补助和 7 年市场独占权的优势。

在与美国制药业巨头会面时评论说：“我们将优化药品

许多在我国常见的病在美国为罕见病，例如卵巢癌、肝

的审批程序，简化流程，当我们有一个新药的时候，

癌等病。我国企业可以根据已有的大量人体使用史和临

我们需要尽快地批准，而不是一再等很多年。”[29] 这

床前资料，选择适当的适应证，申请孤儿药资格，获

为包括植物药在内的新药开发带来更多未来可期待的

得优先审批资格，缩短审批时限，降低开发成本。再如，

机遇。

植物药 Fulyzaq 就是通过优先审评途径上市的。FDA 审

总之，植物药在美国的国际化开发，在 FDA 法规

批的 Fulyzaq 的适应证为治疗 HIV/AIDS 相关腹泻，在

上是没有问题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我国的植物

此药获批前，没有任何药物对此适应证获得 FDA 的批

药由于本身的特性，多成分，多靶点，一直饱受西方

准，因此，此药符合“优先药品”的条件，即“能够在

化学药的审评标准之苦。如果在不久的将来 FDA 新的

治疗、诊断或预防疾病上有重大进步，或者为尚无适宜

审评标准公平实施，也可能为我国植物药加速进军美

疗法的疾病提供了一种新治疗方法”。因此，此药获得

国市场提供一个新的机遇。而植物药作为我国传统医

了优先审批的资格。我国企业如能选择适当的适应证，

学的瑰宝，必将为全球的健康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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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 专家介绍 ] 杜涛 : 博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天津汉思睿智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协和医科大学教授，
学进展》编委。1982 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87－1992 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接受临床病理学深造，
并获博士学位，1992 － 199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病理系接受了 2 年的博士后培养。从 1994 年起在美国 FDA 担任了将近
7 年的高级审评官。在 FDA 工作期间共审评过 100 多个药品的 IND 和 NDA，并参与了 FDA 植物药指导文件和保健食
品指导文件的起草，为此还获得 FDA 奖励。
杜博士于 2000 年离开 FDA 后，曾先后担任美国联合健保公司 ( 在 2011 年的 Fotune-100 中排名第 22 位 ) 的中国区
首席代表和全球注册部高级总监以及香港和记黄埔医药公司的临床和注册部高级总监。在此期间，还领导了包括肿瘤药在内的一系列新药的开
发。杜博士于 2005 年进入顾问行业，目前仍是美国汉佛莱医药顾问公司的首席顾问，曾为多家欧美和中国的大型制药企业担任过医药开发顾问。
杜博士曾带领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专业特长的新药开发团队成功地完成了 30 多项新药开发和申报工作，其中包括 6 个来
自不同亚洲国家／地区的新药申报，他参与制定的一些药品开发和注册策略／技术方案在国外制药行业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杜博士现有专利
3 项。他也是北美金融界知名的技术顾问，且曾在三家北美的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参与了多家公司的融资和上市。
杜博士也是美国保健食品方面的重要专家，曾帮助不同的公司在欧美注册了 100 多个保健食品。近年来，他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检测产品
的开发和商业化，并正在为一家美国大型保健食品公司担任新产品开发的项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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