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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4 月 30 日正式颁布的《欧盟传统草药药品注册指

相关定义,“药材(herbal substances)”仅指植物来源的药材。

[1]

令》(Directive 2004/24/EC) 不仅明确定义了草药药品、传

“草药加工品(herbal preparations)”主要是指各种植物药

统草药药品等概念,而且正式承认了传统草药药品作为药品的

材提取物。
“草药药品(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是指一

法律地位,制订了相应的简化注册程序,并明确规定：根据传统

种或多种药材或者草药加工品作为活性成分的药品,与国内通

应用的情况,可以免做该传统草药药品的临床试验或临床前研

常所称“中成药”
、“中药制剂”相类似。欧盟所谓“传统草药

究,但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即欧盟对草药药

药品(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是指在符

品、传统草药药品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与药品完全一样。根据

合草药药品定义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有特定适应症、不需在

该指令新成立的欧盟药品审评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

医生指导下使用,只能是口服、外用和/或吸入制剂,符合规定

EMEA)下属的草药药品委员会(Committee of Herbal Medicinal

[1]
的传统应用期限等条件的产品 。欧盟对“传统草药药品”、

Product, HMPC)已陆续制订出有关草药药品质量、安全性、有

“草药药品”的质量管理规定完全相同。

效性等一系列指南(Guidelines),在向多方征求意见、讨论后,

按照上述欧盟《质量规范指南》中有关规定,“杂质

部分指南已被 HMPC 采纳并生效。因此,欧盟对传统草药药品注

(impurities)”是药材、草药加工品、草药药品质量标准中“检

册的要求日益细化、明确。中药作为世界传统草药的重要组

查”项下内容之一,其定义为：“一是,药材中任何不符合其规

成部分,从目前和长远来讲,熟悉并深入学习这些新的要求,

定的物质或成分,二是,草药加工品/草药药品及其辅料中任何

尤其是对于开展注册相关理论和技术研究的有关政府机构、

不符合其规定的物质或成分。”按照杂质来源,可分为 2 类：①

科研院所以及有意开拓欧盟市场的中药企业来讲都是非常有

来源于起始原料(包括活性物质和辅料)和所接触容器的杂质；

必要的。

②来源于相关生产过程的杂质。按照杂质性质,可分为 3 类：

鉴于药品质量对于传统草药药品注册的至关重要性,而且

①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及砷化物、农残、真菌毒素、熏蒸剂、

近年来药品中重金属、农药残留(简称“农残”)等不良杂质问

微生物污染、外源(extraneous sources)杂质,以及某些特殊

题已经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本文将以由 HMPC 最新制

情况下可能存在的放射性物质；②降解产物,因草药药品性质

订,并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 2 个与质量相关的重要指南

特殊而降解产生的有毒物质或成分；③残留溶剂,主要来源于

——《草药药品/传统 草药 药品质量 指南 》(Guideline On

生产过程。欧盟对药材、草药加工品和草药药品在重金属及

Quality

Products/Traditional

砷化物、农残、真菌毒素、熏蒸剂、微生物污染和残留溶剂

[2]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和《质量规范指南：药材、草

等杂质方面的规定基本相似,如,都要求有适宜的检验方法,

药加工品及草药药品/传统草药药品的检验方法和可接受标

制订相应的限量,并充分说明制订的理由。一般来讲,对于重

准 》 (Guideline On Specifications ： Test Procedures And

金属及砷化物、农残、真菌毒素、熏蒸剂、残留溶剂,如果已

Acceptance

Herbal

在药材和草药加工品的质量标准中进行了控制,在草药药品

Preparations And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Traditional

中则不必重复检验。而微生物污染方面,草药药品则必须按规

Of

Herbal

Criteria

Medicinal

For

Herbal

Substances,

[3]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以下简称《质量规范指南》) ,

定进行检验。以下将分别介绍欧盟对于重金属及砷化物、农残、

以及涉及到的《欧洲药典》(5.0 版)相关标准为依据,重点介

真菌毒素、熏蒸剂、微生物污染和残留溶剂 6 种杂质的相关规

绍欧盟对于草药药品和传统草药药品在杂质方面的具体规定

定和要求。

与要求,力求为解决中成药质量标准有关杂质问题的研究提供

2

一定的参考。

2.1

1

2.1.1

相关定义
按照 2004 年新颁布的《欧盟传统草药药品注册指令》中

杂质检测方法及限量
重金属及砷化物
检测方法 《质量规范指南》指出应按照《欧洲药典》

的方法来测定药材、草药加工品和草药药品的重金属及砷化
物。《欧洲药典》中重金属检测方法有 2 种,一是采用比色法,

基金项目：科技部 2006 年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

检测以铅为代表的在规定实验条件下能与硫代乙酰胺或硫化

(2006DFB33420)

[4]
钠作用显色的金属杂质总量 ；二是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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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定铅、镉、汞、铜、锌、镍、铁的含量[5]。砷的检测方法
[6]

表1

Aug.2007 Vol.14 No.8

《欧洲药典》中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

[5]

也分为标准砷斑比色法 和原子吸收光谱法 2 种 。
2.1.2

限量规定

农 药

《欧洲药典》中仅有极少数品种有重金属

限量(mg/kg)

甲草胺

0.02

限量规定,如海带：镉≤4 ppm,铅≤5 ppm,汞≤0.1 ppm；亚麻

总艾氏剂和狄氏剂

0.05

籽油：镉≤0.5 ppm；氢化花生油：镍≤1 ppm。其他品种一

甲基谷硫磷

1.0

般均未标明通用的重金属限量。事实上,对于多数草药药品而

新杀螨

3.0

言,目前欧盟主要遵循的是食品中重金属限量规定,例如,铅：

氯丹(顺式,反式以及 Oxythlordane)

0.05

毒虫畏

0.5

德国草药标准一向以严格著称,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德国

毒死蜱

0.2

卫生部(BMG)规定药材中铅、镉、汞的通用上限含量分别为

甲基毒死蜱

0.1

5.0 ppm、0.2 ppm、0.1 ppm 。关于砷的限量规定,《欧洲

氯氰菊酯及其异构体

1.0

药典》中除规定海带的砷限量为 90 ppm 外,尚无砷含量的通

总 DDT(包括 p,p'- DDT、o,p'-DDT、p,p'- DDE、p,p'- TDE)

1.0

用标准,但德国医药厂商协会(BAH)则建议将砷通用限量定为

溴氰菊酯

0.5

5 ppm。

敌匹硫磷

0.5

2.2

敌敌畏

1.0

二硫代氨基甲酸酯

2.0

硫丹(包括各种异构体和硫丹硫酸酯)

3.0

[7]

0.02～1.0 ppm,镉：0.05～1.0 ppm,汞：0.5～1.0 ppm 。

[8]

农药残留
《质量规范指南》指出,必须全面考虑到农药残留的可能

性。根据《欧洲药典》的定义,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杀死或控
制任何妨碍药材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的害虫或其他
有害动植物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农药也包括生
长调节剂、落叶剂、除草剂,以及为了防止在储藏和运输中变
质,而在农作物收获前后施用的物质。
2.2.1

检测方法

《欧洲药典》中分别规定了有机氯、有机

磷、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提取、纯化方法和检测方法。供试品

异狄氏剂

0.05

乙硫磷

2.0

杀螟松

0.5

氰戊菊酯

1.5

地虫磷

0.05

七氯(包括七氯和七氯环氧化物)

0.05

六氯苯(即六六六)

0.1

六六六异构体(不包括γ异构体)

0.3

林丹(γ-六六六)

0.6

马拉硫磷

1.0

DDT 及其异构体在内的 42 种农药限量(见表 1),对于药典中

杀扑磷

0.2

未列出的农药,需另外参照欧盟 76/895 指令和 90/642 指令

对硫磷

0.5

的相关限量规定。对于上述 2 个指令中也未提及的农药,其

甲基对硫磷

0.2

扑灭司林

1.0

品和草药中农残限量的规定,主要遵循《最大残留限度法令》

伏杀硫磷

0.1

(German Maximum Residue Levels Ordinance, 德 文 简 写

胡椒基丁醚

3.0

提取采用丙酮、甲苯溶剂法,提取物纯化一般采用体积排阻色
谱和硅胶色谱法,定量测定采用气相色谱内标法。
2.2.2

限量规定 《欧洲药典》列出了包括艾氏剂、六六六、

[9]

限量可由药典中所列公式计算 。需引起注意的是,德国对食

RhmV)

[10]

,其对于相关农药成分限量值与《欧洲药典》的规定却

甲嘧硫磷

4.0

是有差异的。

总除虫菊酯

3.0

2.3

总五氯硝基苯(包括五氯硝基苯、五氯苯胺、

真菌毒素
真菌毒素(mycotoxins)是指曲霉、青霉、镰刀霉等丝状真

甲基五氯苯基硫化物)

1.0

菌产生的具有生物毒性的次级代谢产物,如黄曲霉毒素

中,对不同种类食品的取样、试样制备方法作了详尽的规定；

(aflatoxin)、赭曲毒素(ochratoxin)、展青霉素(patulin)。

另一方面,欧盟食品法规中也并未规定必须采用薄层色谱法、

人和动物摄入含有真菌毒素的谷物或食品后,将发生严重的真

微柱筛选法、酶联吸附免疫法、免疫亲和柱-荧光法、免疫亲

菌毒素中毒症。例如,《欧洲药典》和《质量规范指南》中专

和柱-HPLC 法等何种具体方法来测定真菌毒素,检测实验室

门提及的黄曲霉毒素,分为 B1、B2、G1、G2 等 10 多种,尤其以黄

可自行选择适宜的方法,但必须满足方法学上空白对照、回收

曲霉毒素 B1 为强致癌物质。

率、标准偏差、精密度、重现性等方法学考查指标的规定。

2.3.1

2.3.2

检测方法

目前,《欧洲药典》中尚未列出真菌毒素

的检验方法和具体限量,但在药材总论中指出,必要时应对黄

限量规定

欧盟食品中真菌毒素的限量及标准来源参

[13-15]

见表 2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食品黄曲霉毒素污染标准》

。在实际中,药材、草药加工品和

不仅适用于食品,也适用于草药。因此,对中成药目前申请欧盟

草药药品可参照欧盟食品中真菌毒素的相关要求执行。一方

传统草药药品注册中制订真菌毒素的标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面,由于真菌毒素在食品中的分布通常很不均匀,待测样本

2.4

曲霉毒素的限量做出规定

[11]

量、取样方法对结果影响很大,因此在欧盟相关食品法规

[12]

熏蒸剂
熏蒸剂(Fumigants)主要是指可杀灭害虫和虫卵,防止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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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中真菌毒素的限量规定及标准来源
真菌毒素

最大限量(µg/kg)

黄曲霉毒素

黄曲霉毒素(直接食用的花生、坚果、干果、谷物及加工食品)

M1

0.05

B1

2

B1、B2、G1、G2

4

M1

-

B1

2

B1、B2、G1、G2

4

标准来源
[13]

德国食品黄曲霉毒素污染标准

[7]

欧盟法规(EC)466/2001

[14]

赭曲毒素 A(谷物、咖啡、葡萄酒、葡萄汁等)

10～0.5

欧盟法规(EC) 123/2005

展青霉素(含苹果的果汁、酒)

50.0

欧盟法规(EC) 1425/2003

展青霉素[固体苹果食品(蜜饯)]

25.0

展青霉素(供婴幼儿食用苹果食品)

10.0

[15]

注：“-”表示未列该项。

虫破坏储藏的药材所使用的化学物质,如,甲基溴、磷化氢、氯

物限量相关规定[19]。而对于草药药品而言,则必须遵循《欧洲

化苦等,但各种化学熏蒸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畜毒性和环

药典》的微生物检验方法和限量规定。

境污染。自 1989 年 12 月 31 日以来,欧洲已经禁止使用环氧乙

2.5.1

[11]

检验方法

微生物检验包括需氧微生物总数、酵母菌

。甲基溴是欧盟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熏蒸剂,但由

和霉菌总数以及控制菌数(沙门氏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

于甲基溴会造成臭氧层的破坏,根据 1992 年制订的《蒙特利尔

萄球菌等)的检验。需氧微生物总数、酵母菌和霉菌总数可采

议定书》哥本哈根修正案,目前已逐步被淘汰。

用薄膜过滤法、平板计数法,或者最大可能数计数法(most-

烷熏蒸药材

《欧洲药典》中尚无熏蒸剂检测方法和限量的规定。HMPC
2006 年 10 月发表了对于熏蒸剂使用的考虑意见

[16]

,目前还不

probable-number method,MPN 法)测定。控制菌的检验需采用
选择性培养基培养规定检查的菌株,并进行菌株验证。

具备法律效力。HMPC 建议,尽可能地限制使用熏蒸剂,除非根

2.5.2

据实际情况必需时才使用。使用时应注意熏蒸剂的选择和施

无菌制剂；第 2 类包括局部用制剂、呼吸道制剂(无菌呼吸道制

用的时间长短,并对熏蒸剂毒性及其对生态环境、药材本身的

剂除外)和透皮贴剂；第 3 类分为 A 和 B 两个小类：A 类为口服

影响进行风险评价。应尽量减小对施药操作人员和消费者的健

和直肠给药制剂；B 类为含有天然来源的动植物或矿物质的制

康危害。对于残留的熏蒸剂还应建立适宜的分析方法、限量。

剂(但不包括第 4 类草药药品),B 类制剂虽无法进行抗菌预处理,

2.5

3
但允许原料的需氧微生物总数超过每克或每毫升 5×10 个；

微生物

限量规定 《欧洲药典》中的制剂分为 4 类：第 1 类为

欧盟对药材、草药加工品和草药药品的微生物检验要求是

第 4 类为由一种或多种完整的、部分完整或打粉的药材组成的

有所区别的。对于药材和草药加工品,微生物指标未作为必须

制剂,按照使用前是否需加入沸水,再分为 A(使用前需加入沸

检验指标,但若有必要,其检验方法则须采用《欧洲药典》检验

水)和 B(使用前不需加入沸水)两个小类。根据传统草药药品

方法

[17-18]

表3

,其微生物限量可参考《欧洲药典》药物制剂的微生

给药方式的限制,第 3 和第 4 类制剂的微生物限量参见表 3。

《欧洲药典》第 3 和第 4 类制剂的微生物限量规定
第3类

微生物

第4类

A类
需氧微生物总数(每 1 g 或每 1 mL)

B类

A类

3

细菌数≤5×10 个

2

真菌数≤5×10 个

细菌数≤5×10 个
真菌数≤5×10 个

肠道菌及其他革兰氏阴性菌(每 1 g 或每 1 mL) -

B类

4

细菌数≤5×10 个

2

真菌数≤5×10 个

2

≤5×10 个

7

细菌数≤5×10 个

5

5

真菌数≤5×10 个

4

3

-

≤5×10 个

沙门氏菌(每 10 g 或每 10 mL)

-

不得检出

-

大肠埃希菌(每 1 g 或每 1 mL)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10 个(使用适当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每 1 g 或 1 mL)

-

不得检出

2

不得检出

稀释方法)
-

-

注：“-”表示未列该项。

2.6

降解产物
《质量规范指南》指出,如果草药药品含有源于药材或其

和特定贮藏条件下,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降解,经批准后,对降
解产物的检测可以简化或免做。

提取物的降解产物(如由羟基蒽苷降解得到的苷元),则需对降

2.6.1

解产物进行检测,并制订其可接受的限量。此外,草药药品中如

定限度、质控限度需参照欧盟《新药杂质指南》

果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则应控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降解产物,

该指南并非主要针对草药产品的降解产物,而是针对化学原料

但如果能用实际的数据、适宜的分析方法,表明在具体的组成

药的降解产物、原料药与辅料反应的产物、原料药与直接接触

检测方法

降解产物的分析检测方法、报告限度、鉴
[20]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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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反应的产物。同时,草药药品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

用 A 系统,B 系统通常仅作为检测结果的进一步确认,并附有第

仍然适用于该指南。由此可以看出,欧盟对草药药品的质量标

1 类和第 2 类溶剂分别在 A、B 色谱系统条件下的典型色谱图。

准仍然借鉴了一部分化学药的标准,并没有放松对产品质量安

2.7.2

全性的考虑。根据降解产物性质的不同,可采用化学法、光谱

等第 2 类溶剂的浓度限量可参见《欧洲药典》。第 1 类溶剂的

法、色谱法等方法进行检测。

浓度限量多在 10 ppm 以内,第 2 类溶剂的 PDE 值一般接近

2.6.2

0.1 mg/d,不同溶剂的浓度限量从 50 ppm 到 3 880 ppm 不等。

限量规定

根据药物最大日服用量的不同,欧盟药品

限量规定

苯、四氯化碳等第 1 类溶剂和乙腈、氯仿

[23]

中降解产物的报告限度、鉴定限度、质控限度规定不同。报告

未列出第 3 类溶剂的浓度限量

限度(reporting threshold)：超出此限度的降解产物均应在

3

。

小结

检测报告中报告,并应报告具体的检测数据。鉴定限度

欧盟高度重视草药药品以及传统草药药品的质量安全性,

(identification threshold)：超出此限度的降解产物均应进

从上述重金属和砷化物、农药残留、真菌毒素、熏蒸剂、微生

行 定 性 分 析 , 确 定 其 化 学 结 构 。 质 控 限 度 (qualification

物、残留溶剂等杂质方面的要求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方面的检

threshold)：质量标准中一般允许的降解产物限度,如制订的

验方法和限量规定已经比较清晰和具体。我国中成药申请欧盟

限度高于此限度,则应有充分的依据。如果降解产物的毒性较

传统草药药品注册,在制订杂质方面的质量标准时,应尽量采

大,应制订其更低的报告限度、鉴定限度、质控限度。参见表 4。

用《欧洲药典》等规定的法定方法,并符合《欧洲药典》或相

表4

欧盟药品降解产物限度

关欧盟法规对于杂质的限量要求,同时,还需密切关注欧盟草

药物最大日服用量(D)

药药品委员会陆续发布的各种相关的质量指南,如,欧盟已经

限度

着手制订专门针对药品的真菌毒素相关规定,草案可能将于

*

≤1 g

0.1%

>1 g

0.05%

2007 年公布,以及欧盟可能将在已公布的熏蒸剂使用考虑意

*
△

<1 mg

1.0% or 5 µg TDI

1 mg≤D≤10 mg

0.5% or 20 µg TDI

10 mg<D≤2 g

0.2% or 2 mg TDI

>2 g

0.10%

<10 mg

1.0% or 50 µg TDI

10 mg≤D≤100 mg

0.5% or 200 µg TDI

100 mg<D≤2 g

0.2% or 3 mg TDI

>2 g

0.15%

见的基础上,出台正式的相关法规。深入了解并努力达到欧盟

△

△

对于杂质方面的要求,将十分有助于中成药作为欧盟传统草药
药品注册成功。

△

致谢：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王智民教授对本文

▲
▲

▲

的亲力指导,以及成都地奥制药集团药物研究所青琳森、魏琪
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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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毒邪论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永炎院士在总结《内经》

守,形成神昏闭厥、半身不遂的病理状态。毒之来源,因于脏腑

以来历代有关中风发病理论,针对临床治疗中的难点与疑惑,

虚损,阴阳失衡,内风丛起,风火上扰,鼓荡气血,气逆血乱,上

结合现代中医中风病研究,吸收、借鉴现代医学成果基础上提

冲于脑,或风火夹击,内生瘀血,痰浊上犯于脑,交结阻于脑络

[1]

出的中风病机理论的新观点。王永炎 认为,毒,主要是邪气亢

等,终致营卫失和而壅滞,则毒邪内生。毒损脑络是中风发病和

盛,败坏形体,即转化为毒。毒系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

损害的最直接病机,因此,解毒以驱除损害因素,通络以畅通气

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生成。

血的渗灌,从而恢复脑神的正常功能,是中风治疗的核心环节。

中风后可产生瘀毒、热毒、痰毒等,可破坏形体,损伤脑络,包

而日本汉方医家常把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黄连解毒汤作为脑

括浮络、孙络与缠络。在辨证与方药应用方面需充分重视毒邪

[3]
血管病常用方予以应用,临床疗效可 ,从而也反佐证明中风

的作用,这样才可使中医治疗中风急性期的疗效有望提高。

确有内毒存在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毒邪认识的深化,诸多医家进行了深

尽管目前毒邪在中风病机中的作用逐渐成为热点,采用解

入研究,在中风病的病机探讨中,逐渐认识到毒邪与中风病的

毒、排毒法治疗也能提高中风的疗效,但从毒论治中风仍有许

密切关系。以王永炎院士为代表,在中风毒邪论指导下形成了

多问题需深入探讨,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笔者不揣浅陋,试就

[2]

“毒损脑络”病机假说 ,这一病机假说是对中风毒邪学说的

一些问题稍作浅探。

发展和完善。该假说认为,中风发病是由于毒邪损伤脑络,络脉

1

破损,或络脉拘挛瘀闭,气血渗灌失常,导致脑神失养,神机失

“毒损脑络”学说中毒邪的界定
毒的本义是指毒草,《说文解字》释：“毒,厚也,害人之

草。”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因,或言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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