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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导原则由相应的 ICH专家小组制定，按照 ICH进程，已

递交管理部门讨论。在 ICH进程第四阶段，最终草案被推荐给欧

盟、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机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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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代动力学指导原则：毒性研究中全身暴露的评估 

 

1  前言 

本指导原则所涉及的毒代动力学仅适用人用药品的开发。 

毒代动力学是药代动力学在全身暴露评价中的延伸，为非临床毒性研究的组成部

分，或为某一特殊设计的支持性研究，以评估药物的全身暴露情况。研究结果用于阐

明毒理学发现及其与临床安全性问题的相关性（文中其他术语的定义见注释 1）。 

本指导原则的制定旨在理解毒代动力学的意义和应用，指导毒代动力学的试

验设计。本指导原则强调毒性试验与毒代动力学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解释毒理学发

现和制定合理的试验设计。 

毒代动力学测定通常结合于毒性研究中，故又被称为伴随毒代动力学（注释

1）。另外，模拟毒性试验的支持性研究也可获得相应的毒代动力学数据。 

毒代动力学研究有助于提供一种获得受试动物多次给药药代动力学数据的方

式，若监测了合适的参数，可避免重复进行多次给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在数据收

集中优化试验设计可减少所需要的试验动物数。 

非临床药代动力学和代谢过程的多个要素对解释毒理学发现可能有价值。但

毒代动力学数据侧重于新药毒性研究中的动力学过程。 

因此，毒代动力学是非临床试验计划的组成部分，在理解毒性试验结果和与

临床数据比较方面，作为评估人体风险和安全性时的部分内容，可提高毒理学数据

的价值。基于毒代动力学与毒性试验的整合及其作为非临床和临床研究桥梁的特

性，其重点是解释毒性试验结果，而不是描述受试物的基本药代动力学参数特征。 

药品开发是在非临床和临床研究间不断反馈的动态过程，因此对毒代动力学应用

无严格的详细的试验程序推荐。也许不必在所有研究中获取毒代动力学数据，应该科

学地判断何时可能需要这些资料。在考虑某个毒性试验是否需要获取毒代动力学数据

和评估暴露量时，应基于一种灵活的逐步递进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决策过程，以获

得风险评估和安全性分析的足够信息。 

2  毒代动力学研究目的和测定参数 

毒代动力学研究主要目的： 

描述在动物的全身暴露及其与毒性研究剂量、时间的关系。 

次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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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毒性试验所达到的暴露量与毒性发现的相关性，以评价这些结果与临床

安全性之间的相关性。 

支持非临床毒性研究的动物种属选择和给药方案设计（注释 1）。 

结合毒性研究结果，提供有助于后续非临床毒性研究的信息。 

要达到上述目的，可在某项研究过程中通过选择合适时间点进行采样测定，获得

一个或多个毒代动力学参数（注释 2）。这些测定通常包括血浆（全血或血清）的原

形化合物和／或代谢产物的浓度，应根据情况进行选择。用于评价毒代动力学的参数

通常有血浆（全血或血清）AUC、Ｃmax和Ｃ(time) （注释 2）。对于某些药物，以未与

血浆蛋白结合的游离药物浓度评价暴露程度更为合适。 

毒代动力学数据可从毒性研究的全部动物获得，也可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亚

组或卫星组获得，或从单独设计的研究中获得（见 3.5 和注释 1）。 

毒代动力学信息可有效支持的毒性试验包括单次和重复给药毒性、生殖毒性、遗

传毒性和致癌性试验。毒代动力学信息对拟改变临床给药途径的评价也有一定价值。 

3 一般原则 

3.1 前言 

以下章节介绍了各单项试验中应考虑的一般原则。 

遵从 GLP 要求的毒性研究，其伴随毒代动力学亦应符合 GLP 要求。在严格模拟

毒性试验条件下产生特定数据的回顾性设计的毒代动力学研究也应遵循安全性评价所

必需的 GLP 要求。 

3.2 暴露量的定量 

全身暴露量可用来评价动物对受试物的负荷量，并有助于解释动物种属、剂量组

和性别间的毒性相似性和差异性。暴露量可用原形化合物或其代谢产物的血浆（全血

或血清）浓度或 AUC 表示，某些情况下，也可测定组织中的药物浓度。在进行动物

毒性试验设计时，为使动物毒性研究的剂量能达到相应的暴露水平，应考虑人体治疗

剂量（预期的或已确认的）的整体暴露和剂量相关性及受试物的药效学（定性的或定

量的）可能存在的种属差异。 

药效学作用或毒性也可为暴露提供支持性证据，有时可替代药代动力学参数。 

毒理学研究中的毒代动力学监测或特征描述应确定达到何种暴露水平，也有助于

毒理学家对可能已发生的非线性、剂量相关性的暴露量改变（注释 3）引起警觉。毒

代动力学信息可用于种属间的毒性比较，这优于简单以剂量／体重（或体表面积）进

行的比较。 

3.3 样品采集时间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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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毒代动力学研究中，采集体液的时间点应尽量达到所需的频度，但不可过于

频繁而干扰正常研究，或引起动物过度的生理应激反应（注释 4）。每项研究中时间

点的数量应满足暴露评价的要求（见 3.2），时间点的确定应以早期毒性研究、预试验

或剂量探索毒性试验以及在相同动物模型或可以合理外推的其它动物模型上获得的动

力学数据为基础。 

3.4 达到足够暴露的给药剂量设置 

毒性试验的剂量设置主要依据受试动物的毒理学发现和药效反应确定。下列毒代

动力学原则将有助于剂量的设置。 

3.4.1 低剂量 

低剂量最好是无毒性反应剂量（注释 5），任何毒性试验中低剂量的动物暴露水

平，理想状态下应等同或略高于患者拟用（或已知）的最高剂量。但该理想状态并非

总是可以达到，故低剂量通常视毒理学考虑而定。无论如何应进行全身暴露量测定。 

3.4.2 中剂量 

根据毒性试验目的，中剂量的暴露通常是低剂量的适当倍数或高剂量的适当分

数。 

3.4.3 高剂量 

毒性试验中高剂量通常依毒理学的要求而定，但所用剂量应达到可评价的暴露水

平。 

当毒代动力学数据表明化合物的吸收限制了原形化合物和／或代谢产物暴露（注

释 6），且无其它剂量限制因素存在时，化合物能达到最大暴露的最低剂量被视为可

采用的最高剂量（注释 7）。 

当选择的剂量呈非线性动力学时（注释 3），应特别注意对毒性研究中毒理学发

现的解释。但是，非线性动力学不一定用作毒性研究剂量限制的依据或依此否定毒理

学发现的价值。此情况下，毒代动力学研究将有助于评价剂量与暴露量间的相关性。 

3.5 毒性试验中暴露评估的程度 

在毒性试验中，全身暴露应通过适当动物数和剂量组（注释 8）进行测定，为风

险评价提供依据。 

伴随毒代动力学既可在主试验组也可在特定卫星组所有动物或有代表性的部分动

物上进行（注释 1, 5）。通常，使用大动物时毒代动力学数据样本从主研究组的动物

采集，而当使用较小动物种属（啮齿类）时，则需要从卫星组动物采集。 

动物数量应采用可产生足够毒代动力学数据的最小值。在主试验组中使用雌雄两

种性别动物时，除非有特殊理由，暴露量的测定通常包括两种性别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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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药方案基本不变，可不必在不同给药期限的每项研究中获取毒代动力学数

据（见 4.3）。 

3.6 影响暴露量分析的复杂因素 

暴露量评估有助于分析毒性研究结果及与人体暴露进行比较，但应注意以下几

点： 

应考虑因种属差异导致的蛋白结合、组织摄取、受体性质和代谢特点的不同。例

如，对蛋白结合率高的化合物，用游离（未结合）浓度来表示暴露量可能更为合适。

此外，代谢产物的药理活性及其毒理学作用和生物制品的免疫原性也可能是需要考虑

的复杂因素。在血浆浓度相对较低时，某些特定组织或器官也可能会有较高水平的受

试物和／或代谢产物。 

3.7 给药途径 

改变给药途径（如吸入、局部或非肠道给药）的毒代动力学方案，应基于受试物

在拟定给药途径下的药代动力学性质。 

有时会根据某药品的新临床给药途径设计方案，例如原作为口服制剂开发的某种

产品后来被作为静脉给药制剂开发。在此情况下，需明确临床给药途径的改变是否会

明显缩小安全范围。 

改变给药途径时，需比较现有的和拟改变的给药途径下原形化合物和／或其代谢

产物的全身暴露（AUC 和Ｃmax）。如果新途径导致 AUC 和／或Ｃmax 增加或代谢

途径改变，应重新考虑继续对动物毒理学和动力学所获得的安全性进行确认。如果推

荐的新途径与现有途径相比，进入体内的药物无显著增加或改变，则附加的非临床毒

性研究可侧重于局部毒性研究。 

3.8 代谢产物的测定 

毒代动力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为了描述受试物在毒性研究动物种属中的全身

暴露情况。然而在下列情况下，血浆或体液中代谢产物浓度的测定在毒代动力学的

实施中特别重要（注释 9）。 

 受试物为“前药”且其代谢产物已知为主要活性成份。 

 受试物可被代谢为一种或多种具有药理或毒理活性的代谢产物，且产物导

致明显的组织／器官反应。 

 受试物在体内被广泛代谢，毒性研究仅可以通过测定血浆或组织中的某一

主要代谢产物浓度进行暴露评估（注释 10）。 

3.9 数据的统计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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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评价的数据需要有代表性。动力学参数多数存在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差异，且

毒代动力学数据多来源于小样本的动物，因此通常不需要高精度的统计学处理。应注

意求算平均值或中位数并评估变异情况，某些情况下，个体动物的数据可能比经整

理、统计分析过的成组资料更为重要。 

若进行数据转换（如对数转换），应提供转换理由。 

3.10 分析方法 

将药代动力学整合到毒性试验意味着分析方法的早期建立，该方法的分析物

和基质的选择应在收集到代谢和种属差异的信息后继续评估。 

毒代动力学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应是对待测物特异的，且有足够的准确度和

精密度。定量限应满足毒代动力学研究预期的浓度范围。 

应说明如何选择待测分析物和基质（生物液体或组织），并对每一种属每一

样本中的内源性物质可能引起的干扰进行研究。通常选择血浆、血清或全血（各种

属）作为毒代动力学研究的基质。 

如果药物是消旋体或对映异构体的混合物，应对分析物（消旋体或对映异构

体）的选择进行附加说明。 

非临床研究中检测的分析物和基质，理想上应与临床研究一致。如果在非临

床和临床研究中应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所有方法均应进行合理的验证。 

3.11 报告 

应提供对所获得的毒代动力学数据的综合评估，包括对结果的评价和对解释毒理

学发现的意义。  

应报告或引用分析方法概要。另外，应说明选择检测基质和分析物的理由（见 

3.8 和 3.10）。 

报告在申报资料中的位置取决于其数据是针对某一项毒性试验，还是用来支持所

有的毒性试验。 

4 不同毒性试验中的毒代动力学研究——特别考虑 

4.1 前言 

根据前述毒代动力学原则，针对各项毒性试验有如下特殊考虑。暴露监测或特征

描述的频率可根据需要增减。 

有时仅从某些个体动物取样可能是合适的，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动物的毒理学

发现。 

4.2 单次给药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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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验通常是在生物分析方法建立前的药物研发早期进行，因此在这些研究中进

行毒代动力学监测通常是不可能的。如有必要，可采集血浆样本贮存以待后期分析。

此时需提供分析物在样本基质中的稳定性资料。 

为解释在单次给药毒性试验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可在试验完成后进行附加的毒代

动力学研究。 

单次给药动力学试验结果有助于制剂选择和给药间期内药物暴露速率及暴露持续

时间的预测。这也有助于在后续研究中选择合适的给药剂量。 

4.3 重复给药毒性试验 

给药方案（注释 11）和种属选择应尽可能与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相符。但在既无

动物也无人体药代动力学数据可借鉴的研究初期，此要求或许难以达到。 

毒代动力学应适当纳入毒性研究的设计中，包括合适剂量下首次重复给药毒性试

验，从开始给药到给药期结束全过程的暴露监测和特征研究（注释 1,12）。后续研究

所采用的方案将依据首次试验结果及给药方案的变化而定。当早期毒性研究出现难以

解释的问题时，可能需要延长、缩短或改变对特定化合物的毒性监测和特征研究。 

4.4 遗传毒性试验 

当体内遗传毒性研究出现阴性结果时，可能需要说明所用动物种属的全身暴露情

况或标志性组织中的暴露情况。 

4.5 致癌性（致瘤性）试验 1 

4.5.1 预试验或剂量探索试验 

在这些试验中应进行适当的监测或特征描述以获得毒代动力学数据，其有助于主

试验的设计（见 4.5.2）。应特别关注之前的毒性研究中未曾使用过的动物种属和品

系，以及首次采用的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 

当掺食给药时，应特别注意确立合适的毒代动力学数据（注释 13）。 

当已有临床暴露量的信息以及在非线性动力学 3可能使研究的解释复杂化的情况

下，毒代动力学数据可能有助于剂量选择。 

原则上，理想的试验设计应确保致癌性试验剂量下所产生的全身暴露量范围超过

人体最大治疗暴露量的若干倍。但由于剂量选择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种属特异性问题的

困扰，因此，本指导原则的重点在于在合适的剂量下和致癌性试验的不同阶段评估原

形化合物和/或代谢产物全身暴露量的必要性，以便使研究结果能用于动物模型和人体

暴露量的比较。 

基于受试动物种属和人体可能达到的全身暴露量而确定的最高剂量可以作为致癌

性试验可接受的终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用毒性终点选择最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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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主试验 

给药方案和动物种属、品系的选择应尽可能根据已有的药代动力学和毒代动力学

信息确定。实际上，大多数研究采用大鼠和小鼠进行。 

如本章前言所述，建议通过监测确保主试验中的药物暴露与独立或特定剂量探索

试验所获得的动力学特征一致。这种监测在试验中的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超过 6

个月则无必要再继续监测。 

4.6 生殖毒性试验 2 

4.6.1  前言 

开始生殖毒性试验前需获得一定的药代动力学信息，这可以提示是否需要调

整动物种属选择、试验设计和给药时间表。此时这些信息不需要过于复杂或来源于

妊娠或哺乳期动物。在对研究进行评价时则需要依据研究结果获得的妊娠和哺乳期

动物药代动力学的进一步信息。 

生殖毒性试验中暴露的限度通常根据原形毒性确定。因此，尽管在某些情况

下在生殖毒性试验中进行毒代动力学监测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低毒性化合物），

但并非对所有化合物都是必需的。 

当由于未见药理学反应或毒性作用而怀疑是否达到足够的全身暴露量时，通常

可用毒代动力学来确定生殖过程不同阶段给药所达到的暴露量。 

可用雌性动物卫星组收集毒代动力学数据。 

4.6.2 生育力试验 

一般原则同重复给药毒性试验（见 4.3）。是否需要在这些研究中监测毒代动力

学取决于给药方案和所用动物种属在前期研究中已获得的信息。 

4.6.3 妊娠期和哺乳期试验 

试验方案应根据毒理学发现、药代动力学和毒代动力学原则来选择。 

应考虑妊娠动物与非妊娠动物的动力学可能不同。 

毒代动力学研究包括对特定时间的原形、胚胎、胎仔或幼仔的暴露量评估（注释

14）。化合物在乳汁中的排泄可用于评价确定其在幼仔暴露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

研究胚胎/胎仔的转运以及乳汁排泄是必要的或适当的。 

对于化合物胎盘转运不明确的动物种属，解释其生殖毒性试验结果时应予以考

虑。 

 

5 注释 

注释 1：“指导原则”出现词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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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物：生物样品中被测定的化合物。 

基质：选定作为分析对象的全血、血浆、尿、血清或其它体液及组织。 

伴随毒代动力学：毒性研究中进行的毒代动力学测定，可在所有动物或有代表

性的亚组或卫星组进行测定。 

暴露：用药代动力学参数对暴露进行描述，这些参数反映了动物局部或全身所

负载的受试物和／或其代谢产物。最常用的参数有：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AUC）和／或预期峰浓度时间下浓度Ｃmax 的测定；或在某些确定时间的浓度Ｃ

(time)。在特殊情况下，其它参数可能更合适。 

监测（monitor）：给药期间采集少量的基质样本（如 1-3 个）以计算Ｃ(time)

或Ｃmax。 

特征描述 (profiling)：给药期间采集基质样本（如 4-8 个）以测定Ｃmax 和／

或者Ｃ(time)以及药物浓度一时间曲线下面积（AUC）。 

卫星组：包括在毒性研究设计和实施中的动物组，其处理和饲养条件与主研究

的动物相同，主要用于毒代动力学研究。 

支持：在毒性研究中，从药代动力学和代谢原理角度来证实或确认毒性试验的

设计。该过程包括两个不同步骤： 

a）确认应用了毒代动力学原则，受试物（见 3.4）和／或其代谢产物在动物中

达到了适当的全身暴露。 

b）确认所用动物种属的代谢特征是可接受的，其支持数据通常可从动物和人

的代谢研究中得到。 

验证（validate）：分析方法的关联性—确认拟测定生物基质和定量分析物和

分析方法的精确度、精密度、重现性、响应系数和特异性。 

注释 2：符号和定义来源于美国临床药理学会药代动力学专门术语命名委员会于

1982 年 5 月出版的《药代动力学符号、分式和定义手册》一书。 

 Ｃmax：最大峰浓度。 

 Ｃ(time)：给药后特定时间的最大浓度。 

 tmax：达到峰值或最大浓度的时间。 

        AUC（0-t）：从零时到 t 时的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应注意 AUC（0-∞）是 AUC（0-

t）的一个特例。 

其它测定，如尿排泄可能更适合于某些化合物。其它求算参数，如生物利用

度、半衰期、游离型药物的比例和分布容积对解释毒代动力学数据也可能是有价值

的。因此，必须按照第 3 章概述的一般原则，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参数和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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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由于清除过程饱和所导致的非线性动力学可引起非预期的暴露增加，

此增加也可能发生于血浆半衰期特别长的化合物。还应密切关注在给药期后很短时

间内达到高Ｃmax 的化合物。反之，代谢酶的自身诱导可能会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

非预期的低暴露。 

注释 4：如果样本采自主试验的动物，应考虑是否需要从所有给药和对照组的

动物取样，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所有动物，或从同等样本数的有代表性的亚组采

集样本。 

注释 5：本文中无毒性反应剂量（被认为等同于未见不良反应剂量）定义为：

在该剂量下，可能观察到某些药理学作用，但未见不良反应。 

注释 6：在这些情况下，应明确吸收是速率限制步骤、药物暴露量的受限不是

由于清除率增加导致的。 

注释 7：相对无毒化合物以溶液或混悬液形式经口给药时，可接受的给药体积

限度可能会限制能达到的给药剂量。 

注释 8：通常认为没有必要分析对照组样本，但如果认为其有助于解释毒性结

果或确证分析方法，则可采集样本并进行分析。 

注释 9： 为了证实人体代谢产物有足够的毒性研究，在非临床毒性试验中需要

获得这些代谢产物的暴露数据时，代谢产物的浓度测定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0：代谢产物测定作为毒代动力学评价的一部分仅能提供暴露的评价，

而不能证明可能的活性中间产物。 

注释 11：给药方案包括剂量、制剂、给药途径和给药频率。 

注释 12：每种动物种属伴随毒代动力学的首次重复给药毒性试验期限通常为

14 天或更长。 

注释 13：为了比较受试物掺食给药、灌胃或非临床途径给药后的暴露，可能

需要进行附加的研究。 

注释 14：需注意的是，尽管受试物转运进入胚胎-胎仔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

题，但实践中胎仔暴露量是最常评估的参数，通常在单独研究试验中检测，并以

“胎盘转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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