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3： 

 生物制品 
 

第一章  范围 

第一条  生物制品的制备方法是控制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采用

下列制备方法的生物制品属本附录适用的范围： 

（一）微生物和细胞培养，包括 DNA 重组或杂交瘤技术； 

（二）生物组织提取； 

（三）通过胚胎或动物体内的活生物体繁殖。 

第二条  本附录所指生物制品包括：细菌类疫苗（含类毒素）、病

毒类疫苗、抗毒素及抗血清、血液制品、细胞因子、生长因子、酶、

按药品管理的体内及体外诊断制品，以及其它生物活性制剂，如毒素、

抗原、变态反应当原、单克隆抗体、抗原抗体复合物、免疫调节剂及

微生态制剂等。 

第三条  生物制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应当符合本附录要求和国家

相关规定。 

第二章  原则 

第四条  生物制品具有以下特殊性，应当对生物制品的生产过程

和中间产品的检验进行特殊控制： 

（一）生物制品的生产涉及生物过程和生物材料，如细胞培养、

活生物体材料提取等。这些生产过程存在固有的可变性，因而其副产

物的范围和特性也存在可变性，甚至培养过程中所用的物料也是污染

微生物生长的良好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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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制品质量控制所使用的生物学分析技术通常比理化测

定具有更大的可变性。 

（三）为提高产品效价（免疫原性）或维持生物活性，常需在成

品中加入佐剂或保护剂，致使部分检验项目不能在制成成品后进行。 

 第三章  人员 

第五条  从事生物制品生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及其他相关人

员（包括清洁、维修人员）均应根据其生产的制品和所从事的生产操

作进行专业知识和安全防护要求的培训。 

第六条  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和质量受权人应当具

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微生物学、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生物制

品学等），并能够在生产、质量管理中履行职责。 

第七条  应当对所生产品种的生物安全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对生产、维修、检验、动物饲养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接种相应的疫

苗，并定期体检。 

第八条  患有传染病、皮肤病以及皮肤有伤口者、对产品质量和

安全性有潜在不利影响的人员，均不得进入生产区进行操作或质量检

验。 

未经批准的人员不得进入生产操作区。 

第九条  从事卡介苗或结核菌素生产的人员应当定期进行肺部 X

光透视或其它相关项目健康状况检查。 

第十条  生产期间，未采用规定的去污染措施，员工不得从接触

活有机体或动物体的区域穿越到生产其它产品或处理不同有机体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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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去。 

第十一条  从事生产操作的人员应当与动物饲养人员分开，不得

兼任。 

第四章  厂房与设备 

第十二条  生物制品生产环境的空气洁净度级别应当与产品和生

产操作相适应，厂房与设施不应对原料、中间体和成品造成污染。 

第十三条  生产过程中涉及高危因子的操作，其空气净化系统等

设施还应当符合特殊要求。 

第十四条  生物制品的生产操作应当在符合下表中规定的相应级

别的洁净区内进行，未列出的操作可参照下表在适当级别的洁净区内

进行： 

 

洁净度级别 生物制品生产操作示例 

B 级背景下的

局部 A级 

附录一无菌药品中非最终灭菌产品规定的各工序 

灌装前不经除菌过滤的制品其配制、合并等 

C 级 体外免疫诊断试剂的阳性血清的分装、抗原与抗体的分装 

D 级 

原料血浆的合并、组分分离、分装前的巴氏消毒 

口服制剂其发酵培养密闭系统环境（暴露部分需无菌操作） 

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等体外免疫试剂的配液、分装、干燥、内包

装 

 

第十五条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某些特定活生物体的阶段，应当根

据产品特性和设备情况，采取相应的预防交叉污染措施，如使用专用

厂房和设备、阶段性生产方式、使用密闭系统等。 

第十六条  灭活疫苗（包括基因重组疫苗）、类毒素和细菌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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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品灭活后，可交替使用同一灌装间和灌装、冻干设施。每次分装

后，应当采取充分的去污染措施，必要时应当进行灭菌和清洗。 

第十七条  卡介苗和结核菌素生产厂房必须与其它制品生产厂房

严格分开，生产中涉及活生物的生产设备应当专用。 

第十八条  致病性芽胞菌操作直至灭活过程完成前应当使用专用

设施。炭疽杆菌、肉毒梭状芽胞杆菌和破伤风梭状芽胞杆菌制品须在

相应专用设施内生产。 

第十九条  其它种类芽孢菌产品，在某一设施或一套设施中分期

轮换生产芽胞菌制品时，在任何时间只能生产一种产品。 

第二十条  使用密闭系统进行生物发酵的可以在同一区域同时生

产，如单克隆抗体和重组 DNA 制品。 

第二十一条  无菌制剂生产加工区域应当符合洁净度级别要求，

并保持相对正压；操作有致病作用的微生物应当在专门的区域内进行，

并保持相对负压；采用无菌工艺处理病原体的负压区或生物安全柜，

其周围环境应当是相对正压的洁净区。 

第二十二条  有菌（毒）操作区应当有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来

自病原体操作区的空气不得循环使用；来自危险度为二类以上病原体

操作区的空气应当通过除菌过滤器排放，滤器的性能应当定期检查。  

第二十三条  用于加工处理活生物体的生产操作区和设备应当便

于清洁和去污染，清洁和去污染的有效性应当经过验证。 

第二十四条  用于活生物体培养的设备应当能够防止培养物受到

外源污染。 

第二十五条  管道系统、阀门和呼吸过滤器应当便于清洁和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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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在线清洁、在线灭菌系统。密闭容器（如发酵罐）的阀门应当

能用蒸汽灭菌。呼吸过滤器应为疏水性材质，且使用效期应当经验证。 

第二十六条  应当定期确认涉及菌毒种或产品直接暴露的隔离、

封闭系统无泄漏风险。 

第二十七条  生产过程中被病原体污染的物品和设备应当与未使

用的灭菌物品和设备分开，并有明显标志。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过程中，如需要称量某些添加剂或成分（如

缓冲液），生产区域可存放少量物料。 

第二十九条  洁净区内设置的冷库和恒温室，应当采取有效的隔

离和防止污染的措施，避免对生产区造成污染。 

 

第五章  动物房及相关事项 

 

第三十条  用于生物制品生产的动物房、质量检定动物房、生产

区应当各自分开。动物房的设计、建造及动物饲养管理要求等，应当

符合实验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应当对生产及检验用动物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控并有

相应详细记录，内容至少包括动物来源、动物繁殖和饲养条件、动物

健康情况等。 

第三十二条  生产和检定用动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的要求。 

第六章  生产管理 

第三十三条  当原辅料的检验周期较长时，允许检验完成前投入

使用，但只有全部检验结果符合标准时，成品才能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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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生产和检定用细胞需建立完善的细胞库系统（原始

细胞库、主代细胞库和工作细胞库）。细胞库系统的建立、维护和检定

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  生产和检定用菌毒种应当建立完善的种子批系统

（原始种子批、主代种子批和工作种子批）。菌毒种种子批系统的建立、

维护、保存和检定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 

第三十六条  应当通过连续批次产品的一致性确认种子批、细胞

库的适用性。种子批和细胞库建立、保存和使用的方式，应当能够避

免污染或变异的风险。 

第三十七条  种子批或细胞库和成品之间的传代数目（倍增次数、

传代次数）应当与已批准注册资料中的规定一致，不应随生产规模变

化而改变。 

第三十八条  应当在适当受控环境下建立种子批和细胞库，以保

护种子批、细胞库以及操作人员。在建立种子批和细胞库的过程中，

操作人员不得在同一区域同时处理不同活性或具有传染性的物料（如

病毒、细胞系或细胞株）。 

第三十九条  在指定人员的监督下，经批准的人员才能进行种子

批和细胞库操作。未经批准不得接触种子批和细胞库。 

第四十条  种子批与细胞库的来源、制备、贮存及其稳定性和复

苏情况应当有记录。储藏容器应当在适当温度下保存，并有明确的标

签。冷藏库的温度应当有连续记录，液氮贮存条件应当有适当的监测。

任何偏离贮存条件的情况及纠正措施都应记录。库存台帐应当长期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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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不同种子批或细胞库的贮存方式应当能够防止差

错、混淆或交叉污染。生产用种子批、细胞库应当在规定的贮存条件

下在不同地点分别保存，避免丢失。 

第四十二条  在贮存期间，主代种子批和工作种子批储存条件应

当一致；主代细胞库和工作细胞库的储存条件应当一致。一旦取出使

用，不得再返回库内贮存。 

第四十三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生物制品

分批规程”对生物制品分批并编制批号。 

第四十四条  应当进行培养基适用性检查试验。培养基中不得添

加未经批准的物质。 

第四十五条  向发酵罐或其它容器中加料或从中取样时，应当检

查并确保管路连接正确，并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确保不发生污

染和差错。 

第四十六条  应当对产品的离心或混合操作采取隔离措施，防止

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悬浮微粒导致的活性微生物扩散。 

第四十七条  培养基宜在线灭菌。向发酵罐或反应罐中通气以及

添加培养基、酸、碱、消泡剂等成分所使用的过滤器宜在线灭菌。 

第四十八条  应当采用经过验证的工艺进行病毒去除或灭活处

理，操作过程中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已处理的产品被再次污染。 

第四十九条  使用二类以上病原体进行生产时，对产生的污物和

可疑污染物品应当在原位消毒，完全灭活后方可移出工作区。 

第五十条  不同产品的纯化应当分别使用专用的层析分离柱。不

同批次之间，应当对层析分离柱进行清洁或灭菌。不得将同一层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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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柱用于生产的不同阶段。应当明确规定层析分离柱的合格标准、清

洁或灭菌方法及使用寿命。层析分离柱的保存和再生应当经过验证。 

第五十一条  对用于实验取样、检测或日常监测（如空气采样器）

的用具和设备，应当制定严格的清洁和消毒操作规程，避免交叉污染。

应当根据生产的风险程度对用具或设备进行评估，必要时做到专物专

区专用。 

第七章  质量管理 

第五十二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的质量标准对生物制品原辅料、中间产品、原液及成品

进行检定。 

第五十三条  中间产品的检验应当在适当的生产阶段完成，当检

验周期较长时，可先进行后续工艺生产，待检验合格后方可放行成品。 

第五十四条  必要时，中间产品应当留样，以满足复试或对中间

控制确认的需要，留样数量应当充足，并在适宜条件下贮存。 

第五十五条  应当对生产过程中某些工艺（如发酵工艺）的相关

参数进行连续监控，连续监控数据应当纳入批记录。 

第五十六条  采用连续培养工艺（如微载体培养）生产的，应当

根据工艺特点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要求。 

第八章  术语 

第五十七条  下列术语含义是： 
(一)原料 



由太平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摘自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网 

 

 

太平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www.pacificinvent.com.   9 / 9 
 深圳：0755-89800403       上海：021-22816586  

 

指生物制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生物材料和化学材料，不包括

辅料。 

(二)辅料 

指生物制品在配制过程中所使用的辅助材料，如佐剂、稳定剂、

赋形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