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料的原料理化性質資料要求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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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各項資料的內容要求」中「原料理化性質資料」規定

《中成藥註冊申請手冊》

a) 如中成藥的原料屬於新發現的藥材、藥材新的藥用部位、
藥材中提取的有效部位，或複方中提取的有效部位群，申
請人須提交其原料理化性質的文獻，或科學研究資料及其
化驗報告。原料理化性質資料的具體內容，一般應包括
「性狀觀察」、「原料鑒定」、「原料檢查」和「含量測
定」四項，以及其他適合的資料。

b) 如有關中成藥的原料不屬於以上四類，申請人一般只須提
交有關產品中各原料的文獻資料，並清楚說明有關資料的
出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下稱《中國藥
典》）內所收載的藥材有關性狀、鑒別、檢查和含量測定
等的資料，而不需要提交有關中成藥的原料的化驗報告。



背景

申請人須提供以下有關「賦形劑」的資料以供審核，包括：-
 名稱及用量

 每一種「賦形劑」的名稱及用量應清楚列明於中成藥的製造的『完整處方』內，

 名稱應使用專有或化學名稱（並非商品用名）；

 用量顯示應以每一個製劑單位的份量（重量或容量）或百分比（可換算為實際重量或容量）。

 標準或參考文件

 申請人須說明並提交「賦形劑」的藥典標準參考文件副本；

 如果「賦形劑」未收載於藥典，可提供其他相類的法定標準的參考文件副本（如中國國家標
準）

 如非上述情況，申請人須提交該「賦形劑」的品質標準及客觀文件以證明其安全及可作為「賦
形劑」使用。

《中成藥賦形劑的註冊要求（業界指引）》

3

參考資料
• 香港其他有關法例的要求：《食物防腐劑規例》、《食物內染色料規例》、《食物內甜味劑規例》；
• 美國FDA的《非活性組分指南》（Inactive Ingredients Database）就該賦形劑有紀錄可使用的劑型及最高份量；
• FDA列作GRAS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的有關物料；
• 聯合國粮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訂定的｢可接受每日攝取量（ADI）｣



一般而言賦形劑註冊所需資料

- -4

1. 配方

2. 可作為輔料依據

3. 原料理化性質料，須包括性狀、鑒別、含測及檢查



世界各地對輔料的規管 藥用輔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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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藥典／
美國國家處方集》

《日本藥局方》《歐洲藥典》

《中國藥典》
(Pharmacopoeia of the P.R.C.)

• 藥用輔料單獨作為
《中國藥典》四部

• 藥用輔料335種，其中新增
65種、修訂212種。



世界各地對輔料的規管 其他非藥用輔料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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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對食品添加劑規管相關法例，包括：
• 香港法例第132BD章《食物防腐劑規例》對防腐劑的要求、
• 第132H章《食物內染色料規例》對染色料的要求及
• 第132U章《食物內甜味劑規例》對甜味劑的要求

(b) 國際及其他國家的標準，包括：
• FDA列作一般認為安全物質（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的

有關物料；
• 聯合國粮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訂定

的可接受每日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等

食品

化妝品
國際及其他國家的標準，如
• 國際日用香精香料協會（International Fragrance Association, IFRA）標準
• 歐盟的化妝品指令（Cosmetics Directive 76／768／EEC）

其他行
業標準
／自訂
標準

(a) 國內的行業標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醫藥標準（YY）、中華人民共和國化
工行業標準（HG）、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行業標準（QB）、中華人民共
和國農業行業標準（NY）

(b) 非藥用輔料相關的書籍、學術期刊或文獻資料記載，如《中國化工產品大
全》、《化學物質辭典》、International Cosmetic Ingredient Dictionary and 
Handbook Sixteenth Edition（2016）

(c) 製藥廠商或原料供應商自訂輔料的品質標準



現時申請人提交輔料原料理化性資料的情況

- -7

 現時申請人遞交中成藥註冊申請時，須提交中成藥輔
料的原料理化性資料

 申請人提供輔料的資料

 提供《中國藥典》或其他國家藥典收載輔料標準的影印件

 但部分輔料缺乏藥用標準，只能提供以下文件作為原料理
化性資料

 食品標準

 化妝品標準

 化工標準等其他行業標準，或

 由製藥廠商或原料供應商自訂的原料品質標準



審核中成藥註冊申請時發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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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部分外用製劑的
中成藥，以具藥用成
份的物料作為輔料

具藥用的成份作為輔料

香精／香料Flavoring 
substances

• 部分外用製劑使用多
種化學成分組成合成
的香精／香料作為輔
料，未有統一的名稱

• 申請人一般未能提供
產品所含香精的組成，
或未能提供每項化學
成分的標準

• 部分申請人未能提供色
素藥典或法定標準；或

• 標準顯示其用途／使用
範圍並非藥用，如顯示
為「醫療器械」、「化
妝品」或「多種用途」；
或

• 有關標準未有顯示色素
的用量上限

色素／

染色料 Coloring agents

• 申請人因此未能提供
其輔料標準及作為輔
料使用的證明

貼膏劑基質

其他發現的問題

• 輔料標準顯示會引起
過敏反應／含有過敏
原；

• 輔料標準未有顯示其
限制用量；以及

• 輔料的名稱未有統一



審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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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原則及須提交的文件

• 輔料是指沒有藥效的成分(Pharmacologically inactive 
substance)

• 故若有關物料同時具有藥效作用及輔料功能
 除非申請人能提供證明，顯示該物料在處方中不會起

藥效作用
 否則應將這些成分列為有效成分

具藥用的成份作為輔料



香精／香料Flavoring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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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茉莉油、肉桂醛、香茅油

香精／香料

• 一般用於食品中
• 目的是使食品產生、提高或改變其風味

天然香料 天然等同香料 合成香精



香精／香料Flavoring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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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可提交以下國際或地區的標準作為支持香精香料的使用依據

國際日用香精香料協會

（ In terna t ional  
Fragrance Assoc ia t ion ,  

IFRA）標準

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衞生組織食食品

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Join t  FAO／

WHO Exper t  Commit tee  on  Food 
Addi t ives ,  JECFA）的認可名單

歐盟制定可用於
食品的香精名單

美國食品香料與萃取物製造
者協會（Flavor  and  Ext ract  
Manufacturers  Assoc ia t ion  

o f  the  Uni ted  S ta tes ,  
FEMA）認可的一般認為安

全的物質（GRAS）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添

加劑使用衛生標準》

（G B- 2 7 6 0 - 20 14）

4,942種 ~2,500種 393種 (天然)
1,477種(合成)

>2,000種>3,000種香精油
(174種禁用)



香精／香料Flavoring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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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原則及須提交的文件

 如申請人未能為使用的香精香料提供相關的
標準，則須提供以下資料：
 香精具體的配方資料（如成分和其百分

比）；
 原料供應商發出的品質標準；
 有效的安全性證明資料／實驗數據，如

使用毒理學關注閾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 TTC）方法進行
評估、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
性毒理學評價程式》（GB15193.1-
2003）的要求，以支持其安全性。

 對於有過敏原成分的香精，申請人須提供額外
過敏性測試資料（例如致敏率），證明該香精
的安全性，否則一律不可使用。

只供外用的香精
／香料不能用於
內服中成藥

工業用的香精／
香料一概不可用
於任何中成藥



例子：D&C Green No.6、
天然油溶棕食用色素C8-G、
梔子黃、辣椒紅

色素／染色料Colour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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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

功效為賦予或改善食品、
藥品及化妝品色澤的物質

特性

來源

天然色素 來源於動植物組織經提取而成

合成色素 用人工化學合成方法製成的有機色素

染料（dyes） 水溶性

色澱（lakes）非水溶性(經無機鹼中沉澱而成)

不可使用  顯示有機會致癌或致敏的色素／染色料(除非提供額外證明)
 工業用的色素／染色料

內服
應參考香港法例第132H章《食物內染色料規例》對染色料的要求；
亦可接納國際認可使用的食用或藥用色素。

外用

可提供其他國家藥用標準作為可以使用的依據，供中藥組作考
慮，例如美國FD&C或中國醫藥行業標準批准使用的色素名單；
亦可提供有關色素／染色料可作化妝品或其他醫療用途使用的
其他依據，供中藥組考慮。

審核原則
及須提交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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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Color Additive Status List
(under CFR, Title 21, Parts 70 to 82)
http://www.fda.gov/ForIndustry/ColorAdditive
s/ColorAdditiveInventories/ucm106626.htm

香港法例第132H章
《食物內染色料規
例》
附表 1 准許染色料

中國醫藥行業標準

化妝品衛生標準
GB 7916-1987

Regulation (EC) 
No 1333/2008 
a Union list of 
food additives 
approved for use 
in foods and their 
conditions of use

US China

HKEU

http://www.fda.gov/ForIndustry/ColorAdditives/ColorAdditiveInventories/ucm106626.htm


貼膏劑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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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原則及須提交的文件

 提交基質的《中國藥典》或國家標準。

 因風險相對較低，亦可由原料供應商提供自訂標準，
當中包括：
 該基質的製備方法；
 該基質的安全性資料；
 如該基質有機會致敏，應列出有關成分；
 如屬人工合成的基質，則須由原料供應商提交化學

組成部分和原料供應商對產品檢定的資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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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審核原則及須提交的文件

輔料標準顯示會引起
過敏反應／含有過敏
原

必須在說明書上的「使用該成藥時須採取的預防措施」
註明會引起致敏反應成分，及提醒使用者於用藥過程中
需要觀察的情況

輔料標準未有顯示其
限制用量

 除非有其他文件或實際數據支持其安全性，在缺乏
資料支持或超出用量的情況下，不建議用作輔料。

 須補交的支持文件要作個別考慮。

輔料標準未有顯示其
使用範圍或顯示使用
範圍為「醫療器
械」、「化妝品」、
「多種用途」

 對於未有顯示其使用範圍的輔料標準，除非有其他
文件或實際數據支持其安全性，否則相關物料不建
議作為輔料使用；

 而對於標示為「醫療器械」、「化妝品」的物料，
則可參考其用量和用法，但申請人須提交其他文件
證明物料的安全性

 有關輔料可否作擬使用的用途（如內服／外用）要作個
別考慮。

輔料的名稱未有統一 申請人必須提供資料或數據以證明物料與標準所載相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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