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问题

摘要



假冒伪劣药品对全球公众健康的影响调查委员会

全球卫生委员会

编辑：Gillian J. Buckley，Lawrence O. Gostin

摘要

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500 Fif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注：本报告主题所述研究项目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管理委员会的批准。管理

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的理事会。负责

本报告的委员会成员是根据其专业能力、在适当协调的基础上挑选的。

本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以签约方式共同资助，合同号

为“HHSF22301024T, TO、#25”。本文所表述的任何见解、结果、结论或建议均
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资助本项目的组织或机构的观点。

国际标准书号-13： 978-0-309-26939-1

国际标准书号-10： 0-309-26939-3

美国国家医学院（地址：500 Fif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1）可提供本
摘要的复件，数量有限。

本摘要摘自报告《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可提供该报告的

复件，地址：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500 Fifth Street, NW, Keck 360,  
Washington, DC 20001；电话：(800) 624-6242 或 (202) 334-3313；网址  
http://www.nap.edu。

关于美国国家医学院（IOM）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OM 网站主页：www.iom.edu。

美国国家科学院2013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美国印刷

有史以来，在几乎所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蛇一直是长寿、医治和知识的象征。被

美国国家医学院用作标识的蛇图案取材自一幅古希腊浮雕，该浮雕目前由柏林国立博物 

馆收藏。

封面图片选自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Antikamnia 化学公司（Antikamnia 意为 
 “反抗疼痛”）制作的 1900 年月历（http://unitproj.library.ucla.edu/biomed/his/
antikamnia/antikamnia.html）。

建议引文：IOM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13. Countering the problem of falsified 
and substandard drug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歌德

国民顾问，提高卫生意识。



 

——歌德

国民顾问，提高卫生意识。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非营利、自主存续发展的民间社团，由一群从事科学和工程研究

的杰出学者组成，致力于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以造福于大众。依据美国国会

于1863年授予该院的宪章权利，科学院受命担任联邦政府的科学与技术事务顾问。国家
科学院院长是 Ralph J. Cicerone 博士。

美国国家工程院成立于 1964 年，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宪章为准则，是国家科学院的
平行组织，由众多杰出的工程师组成。工程院在管理和成员选择上拥有自主权，与国

家科学院共同承担联邦政府顾问的职责。国家工程院还赞助旨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工程

项目，鼓励教育与研究，以及表彰工程师取得的卓著成就。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长是 

Charles M. Vest 博士。

美国国家医学院于 1970 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建，旨在确保由相应专业的著名院士为
审查关于公众健康的政策事务提供咨询服务。医学院以国会宪章赋予国家科学院的责任

为行动准则，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按照其自有主张，探索医学治疗、研究

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长是 Harvey V. Fineberg 博士。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建于 1916 年，旨在联系众多的科学与
技术社团，从而实现科学院的推广知识和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目的。理事会按照

科学院确定的总体政策行使职权，在为政府、公众以及科学和工程社团提供服务方面， 

已成为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的首要职能机构。理事会由上述两院和国家医学院共同

管理。Ralph  J. Cicerone 博士和 Charles M. Vest 博士分别担任国家科学研究理事
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www.national-academies.org

科学、工程和医学事务国家顾问



v

假冒伪劣药品对全球公众健康的影响调查委员会

LAWRENCE O. GOSTIN（主席），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 Linda and 
Timothy O’Neill 研究所国际卫生法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与人
权合作中心主任，美国华盛顿特区

DANIEL CARPENTER，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讲座教授（Allie S. Freed 
Professor of Government），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HANS HOGERZEIL，格罗宁根大学全球卫生学教授，荷兰；世界卫生组织
基本药品及医药政策处前主任，瑞士日内瓦

THOMAS P. LAYLOFF，“供应链管理系统”质量保证高级主管，弗吉尼亚
州阿灵顿市

ANN MARIE KIMBALL，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流行病学与疫情 
调查”高级项目专员，华盛顿州西雅图

PATRICK LUKULAY，美国药典委员会“促进药品质量项目”主管，马里兰
州洛克维尔市

MARGARETH NDOMONDO-SIGONDA，“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医药协
调员，南非比勒陀利亚市

ARTI K. RAI，杜克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Elvin R. Latty Professor），北卡
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MARCO ANTONIO STEPHANO，圣保罗大学药学院教授，巴西
JOHN THERIAULT，苹果公司安全部门前副总裁，加利福尼亚州库珀蒂诺
市；辉瑞公司安全事务前副总裁，纽约州纽约市

MARY E. WILSON，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兼职副教授，马萨诸
塞州波士顿市

PRASHANT YADAV，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医疗保健研究项目 
主管，密歇根州安娜堡市

国家医学院工作人员

GILLIAN BUCKLEY，项目专员，研究主管
KENISHA PETERS，副研究员
MEGAN GINIVAN，研究助理
KATHLEEN BURNS，实习生 
JULIE WILTSHIRE，财务分析师
PATRICK W. KELLEY，全球卫生委员会及非洲科学院发展委员会主任





vii

这份报告的草稿已经过审阅，审阅人员系根据其多视角观点和专业技能，

按照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报告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程序选择的。这种独立

审阅的目的是提出中肯的批评性意见，以帮助报告机构将发表的报告尽量写得

正确全面，并确保报告符合机构规定的客观性、证据和研究经费申领批复等各

项标准。审阅意见和草稿底稿为保密信息，以保护审阅过程的完整性。我们对

下列参与本报告审阅的人员表示感谢：

Georges Benjamin，美国公共卫生协会

Martha Brumfield，玛莎·布伦菲尔德事务所（Martha A.  
  Brumfield, LLC）

Stephen Byrn，美国普渡大学

Philip Chen，曾就职于乔治敦大学法学院

Charles Clift，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

Michael Green，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William Greene，美国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

Noel Greis，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Harparkash Kaur，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

Thomas Kubic，美国药物安全研究所

Joshua Sharfstein，马里兰州健康与心理卫生署

Marv Shepherd，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Andy Stergachis，华盛顿大学

Chen Yang，盛德律师事务所

审阅人员



viii 审阅人员

虽然上述审阅人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未曾被要求为报

告的结论和建议担保，也未曾在报告发布之前看到过报告的终稿。本报告的审

阅过程由 Harold Fallon（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和 Elaine Larson（哥伦比
亚大学护理学院和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进行了监督。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和

国家医学院指定他们二人负责确保本报告的独立审查按照机构程序进行，并确

保所有的审阅意见皆经过慎重考虑。本报告的终稿内容由写作委员会和该机构 

负全责。



ix

这份报告是很多人协力合作的产物。调查委员会和全体人员特别向下列人

员表示感谢：Danielle  Turnipseed  和  Livia  Navon  撰写了底稿；Deepali 
Patel  和  Susan McCutchen  快速而准确地检索了参考文献；国家医学院的 
Jim  Banihashemi、Sarah Ziegenhorn、Laura Harbold DeStefano、Anne 
Claiborne 和 Vilija Teel 的工作保证了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报告审查委员会
的 Janice Mehler 对报告底稿的同行审议进行了认真的监督。

美国国家学院以外的许多专家为调查委员会和工作人员完成本项目提供

了帮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Bryan  Liang  无法参加调查委员会，但仍
参与了第一次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  Michael  Deats、Jitka  Sabartova  和 
Sabine Kopp 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药物安全研究所的 Tom 
Kubic 提供并讲解了他的研究所尚未发表的数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的 Vincent Ahonkai、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CHAI）的 Kelly Catlin 以
及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  James Droop  和  Saul Walker  与我们交流
了关于药品采购和质量保证的信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 Mark 
Paxton 解释了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Sproxil 公司的 Ashifi Gogo 讲
解了手机验证；国际商业观察杂志社（BMI）的 Mariam  Khan  提供了药品
销售数据；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管理局（MHRA）的 Lynda Scammell 分享
了她的专业技术知识。

调查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在本项目过程中曾远赴巴西利亚、德里、日内

瓦、海德拉巴、伦敦和圣保罗。他们在国外的会谈举办得更加顺利，这皆缘于

下列人员的热情帮助和接待：世界卫生组织的 Teija Katajainen；欧洲药品管

鸣谢



x 鸣谢

理局（EMA）的 Maria Alves；查塔姆研究所的 Arthy Santhakumar；美国 
药典印度有限公司的 A. Srinivasa Chakravarthy、K.V. Surendra Nath 和 
Syed Mohammed Arifullah；奥斯瓦尔多·克鲁兹基金会（FIOCRUZ）
的 Carlos Morel；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的 Laura Oliveira。奥特鲁姆研究所
（Altarum  Institute）的  Charles  Nwasor、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 
Kelley  Badiane、尼日利亚食品与药品管理控制局（NAFDAC）的 Monica 
Eimunjeze、尼日利亚天主教医学协会的 Henrietta Williams 以及 Isaac 
Umunna 也同样为工作人员和委员会的会议准备工作提供了帮助。

委员会向在会议上发言并帮助工作人员安排会议日程的下列人员表示感谢：

Martin Harvey Allchurch
P.V. Appaji 
Amir Attaran
Martin Auton
Sunil Bahl
Roger Bate
Ilisa Bernstein
Katherine Bond
Regina Brown
Gian Luca Burci
Claudio Henrique Cabral
Nicholas Cappuccino
Ranjan Chakrabarti
Ranjit Chaudhury
Lim Chin Chin 
John Clark
Charles Clift
David Cockburn
Emer Cooke
Ediná Alves Costa
Alan Coukell
Elize Massard da Fonseca
Filipe Soares Quirino da Silva 
Ashok Dang
Joelle Daviaud

Leandro Teixeira de Morais
Jenifer Devine
Pritu Dhalaria
Albinus D’Sa
Douglas Duarte
Paul Ellis
Frederico Benite Filho 
Michele Forzley
Odile Frank
Laurie Garrett
David R. Gaugh
Debora Germano
Raj Shankar Ghosh
Ashifi Gogo
Antony Raj Gomes
Subhash Gouda
L.C. Goyal
Wendy Greenall
Jeffery Gren
Catherine Hill-Herndon
Meghana Inamdar
Mariaou Tala Jallow
Kees de Joncheere
Connie Jung
Mohga Kamal-Yanni



鸣谢 xi

Harparkash Kaur
Sabine Kopp
Alan Leather
Jamie Love
Rohit Malpani 
Paola Manchisini 
Linda Marks
Sylvia Meek
Mayira Milano
Bejon Misra
Archna Mudgal
Koduru Surendra Nath
Paul Newton
Fernando Nogueira 
Doroteia Koparanova Ollivier
Arun Panda
Sharon Peacock
Patrícia Oliveira Pereira
Rebeca Mancini Pereira
Greg Perry
Terezinha de Jesus Andreoli Pinto
Aline Plancon
Flávia Poppe
Tiago Lanius Rauber
Subbi Reddy
Christophe Rérat

Judit Rius
Nicolina Romano-Lieber 
Francis Roodt
Luciano Gonçalves Rosado
Bruce Ross
Percy Alberto Ocampo Rujel
Niall Sargent
Philippa Saunders
Lynda Scammell
Aluísio Segurado 
Nirupa Sen
Dilip Shah
Sangeeta Shashikant
Janice Soreth
Sadu Srivinas
Fergus Sweeny
Nirmalya Syam
Paulo Teixeira
Mary Lou Valdez
German Velasquez
Tarun Vij 
Simeon Wilson
Mark Witkowski
Shunmay Yeung
Regina Zamith
Anthony Zook
Howard Zucker





xiii

短语和缩略语

ACTA  反假冒贸易协定

ADDO  配药药房认证 

AIDS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

AMRH  非洲药品监管协调计划

Anvisa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

API  活性药物成分

BMI   《国际商业观察》

CDC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HAI  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

DFID  英国国际发展署

DOTS  短程督导化疗

EMA  欧洲药品管理局

ESI   电喷雾电离

EU  欧盟，欧洲联盟

FDA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IP  国际药学联合会



xiv 短语和缩略语

GC-MS   气相色谱质谱仪

Global Fund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PLC   高效液相色谱法

ICH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MPACT  国际反伪药工作小组

Medicrime   欧洲理事会关于打击药品假冒及危害公众健康的类似罪行的公约 

Convention

MSF  无国界医生

MSH  卫生管理科学

NABP  美国药房联合理事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IST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SF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IC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PhRMA  美国药物研究与制药商协会

PQM  促进药品质量

PSI  药物安全研究所

PSM  药物安全合作组织

RFID  无线射频识别

SBIR  小型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SFFC   劣质、仿制、伪标、假冒、仿冒 

TLC  薄层色谱法

TRIPS  与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ODC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短语和缩略语 xv

USAID  美国国际发展署

USP  美国药典 

VIPPS  网络药店经营网站认证

WCO  世界海关组织

WHA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WARN  全球抗疟药物耐药性监控网络





xvii

目录

鸣谢  ix

短语和缩略语  xiii

摘要  1

  假冒和劣质药物对健康的影响，2

  劣质及假冒药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3

  问题的严重性，3

  劣质药产生的原因，4

  假冒药产生的原因，5

  假药与劣药并存的原因，6

  药品供销链，8

  检测技术，10

  行业守则，11

本摘要所引据的报告全文内容如下：

1   前言  15

  背景和术语，17

    知识产权与公众健康，18

      TRIPS 与《多哈宣言》，18

      专利及商标侵权，20

    术语“仿冒”的两歧含义，22



xviii 目录

    劣药和假药，24

    未注册药品的问题，26

    建议的词汇，28

  药品质量标准，30

    药典，30

    注册机构和国家药品管理部门，31

  参考文献，48

2  假劣药物造成的影响  55

  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后果，55

    中毒，55

    未得到治疗的疾病、疾病进展、死亡，57

      用于慢性疾病的药物，58

      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药物，60

    治疗失败，62

      抗菌药物耐药性，63

      抗疟药物耐药性，65

      其它抗寄生虫药物耐药性，67

  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后果，67

    医疗卫生系统的成本，68

    社会和发展成本，72

  参考文献，78

3  问题的严重性  85

  行业和政府数据，85

    药物安全研究所事件报告系统，86

    政府和政府间调查，90

      FDA 犯罪调查办公室，90

    国际刑警调查，92

  病例报告和便利样本，94

    病例报告，95

    便利样本，96

      抗菌药物，96

  药物质量的系统随机样本，100

    开展更多实地调查的必要性，102

  全球发生率估计，103

    WHO 全球能力建设计划，107

  参考文献，134



目录 xix

4  假冒和劣质药物产生的原因  137

  劣质药产生的原因，137

    不一致的生产质量，137

      IFC 和 OPIC，142

    分层式生产，144

    政府采购与劣质药品，146

      将质量保证体系模式应用于二级采购，152

  假冒药产生的原因，153

    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154

    执法与处罚，157

  假药劣药并存的原因，162

    医药费用和药物紧缺，162

      降低上市许可成本，165

    软弱的监管体制，166

      法规监管中的漏洞，171

    认识和行动缺乏，173

      不一致的认识，173

      公众行动，176

  参考文献，187

5  药品供销链的薄弱环节  197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供销概况，197

  批发系统，203

    美国的药品批发市场，208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药品批发市场，209

  药物非法转售，210

    偷盗和抢劫，211

    药物转售和后期非法转售，213

    通过供应链跟踪追查药品，214

      条形码，215

      电子产品代码和无线射频识别，217

      手机验证，218

  药品零售，222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未注册药房，223

      缺少质量有保证的药店，224

      缺少受过培训的药店店员，224

      改进零售环节，228

      药物工作转换，229

      激励药物从业人员，232



xx 目录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网络药房，233

      网络药品零售的合法性，233

      网络药房的吸引力，236

      区分不法药店与合法药店，238

  参考文献，243

6  检测技术  255

  定性和定量方法，255

    检测、筛选和分析技术概述，257

      目视检查和包装技术，257

      物理堆积性质检测，260

      比色法和其它化学检测，261

      色谱法，261

      光谱法，265

      质谱法，271

      新兴技术，273

  技术运用，274

    技术结合运用，277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运用，279

      现场检测技术，279

    各种情况下的检测，281

      检测技术概况，284

  参考文献，290

7    关于防范假劣药品的行业国际守则  295

  WHO 的作用，297

    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298

  守则的内容，300

    国际监督，300

    药品监管，301

    执法，303

    各国及利益相关者的遵从，304

  参考文献，305

附录

A  词汇表  309

B  委员会成员简历  331

C  会议日程  339



xxi

图文框、图和表

图文框

1-1  任务陈述，18

1-2  术语定义，29

2-1  不合格的血糖试纸，59

2-2  不合格疫苗和假疫苗导致的死亡，61

2-3  全球抗疟药物耐药性监控网络，68

4-1  药品生产流程，140

4-2  致命的假冒铁补充剂，155

4-3  掺假的抗癌药物，156

4-4  药物安全研究所提供的犯罪和拘捕数据，159

4-5  Manuel Calvelo 案，161

4-6  巴基斯坦药品监管局的溃败，169

4-7  尼日利亚的全国药品打假宣传活动，175

4-8  卫生工作者准则，177

5-1  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情况下的药品供应，202

5-2  假阿瓦斯汀进入美国的迂回路径，206

5-3  CareShop 加盟药店简介，230

5-4  澳大利亚的乡村药房服务促进计划，234



xxii 图文框、图和表

6-1  假冒药品分类，257

6-2  伪劣药品检测仪 PharmaCheck，273

6-3  中国的药品检测车，280

6-4  全球医药保健基金会的 Minilab 便携式药品检测箱，282

图

1-1   药品质量和注册的二维描述，27

2-1   不断上升的多重耐药结核病（MDR-TB）发生率，64

2-2   拉美国家研究中的医院内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的百分比，66

2-3  日益增加的药物开发成本，71

2-4  西非的药品走私数量对比值，73

3-1  2011 年假劣药品包装及产品分析结果，90

3-2   药品销售额地理分布（单位：十亿美元；2011 年数据），91

3-3   药物安全研究所事件报告所涉国家的地理分布（2011 年数据），91

3-4  按销售级别抽样统计的抗疟药物注册情况，98

3-5   267 个抗疟药样本中注册产品和未注册产品的不合格情况，99

3-6  267 个样本的全面质量控制分析结果，99

4-1   药品生产流程系统方框图，140

4-2  按活动类别统计的拘捕数，159

4-3   按世界银行国家收入分组统计的各国药品平均供应率，164

4-4   接受调查的 2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监管机构中能发挥主要功能的机构
数目，168

4-5   宣传网络药店经营认证的 FDA 公益广告，179

4-6   一张译成英语的柬埔寨海报，内容是鼓励消费者仅在持照药房购买药
品，并检查药品的色泽、形状和味道是否有异，180

5-1  药品供销系统，199

5-2   发展中国家的私营、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药品供销系统，200

5-3  药品供销系统中存在的风险，212

5-4   50 个国家每 1 万人口拥有的药剂师人数和药房数量，226

5-5   全球药剂师、药剂技术员和药剂师助理分布图（2006 年数据），227

5-6  按 WHO 地区统计的网络药店经营立法情况，235

6-1   更复杂的假冒产品需要更复杂的检测技术，258

6-2   假冒的西力士（Cialis）泡罩包装上的印刷文字在放大 32 倍后鲜明度 
较差，260



图文框、图和表 xxiii

6-3a   具有独特的氯喹、奎宁和甲氟喹峰的 HPLC 色谱图可用于鉴别假冒甲氟
喹（价较高）的氯喹和奎宁（价较低），264

6-3b   氯喹、奎宁和甲氟喹的相似化学结构，264

6-4   青蒿素（上图）和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下图）的红外光谱显示出两者
的化学成分差异，266

6-5   新加坡利用 FT-IR 光谱来区分真（左图）假（右图）包装，267

6-6   图片 (a) 是一种镇痛药片，图片 (b) 为该药片的近红外光谱，268

6-7  阿司匹林（邻乙酰氧苯甲酸）的质子核磁共振谱，270

6-8   近乎相同的类似物他达拉非（左，389.40 g/mol）和氨基他达拉非 
（右，390.39 g/mol），272

6-9  CODFIN 分析流程图，276

6-10   在东南亚发现的真（左图）假（右图）青蒿琥酯泡罩包装上的全 
息图，284

表

1-1  仿冒药品的定义，34

1-2  各国的仿冒药品定义，37

1-3  劣质药品的定义，42

1-4  各国的劣质药品定义，44

1-5  其它相关术语，45

2-1   发展中国家用于治疗导致儿童死亡的最常见疾病的药物遭受假劣药物影
响的情况，75

3-1  2011 年假劣药品查封或检测次数的国家排名，88

3-2  2011 年PSI 事件报告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十个国家，89

3-3  2008-2012 年针对网络药店的“盘古行动”，93

3-4  2008-2011 年“暴风行动”、“曼波蛇行动”和“眼镜蛇行动”，94

3-5   药物安全研究所 2011 年开源数据分析结果，111

3-6   1996-2006 年关于假冒和劣质抗生素的主要研究，118

3-7   1999-2011 年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劣质抗疟药物报告，126

3-8  药品质量评估报告指南，105

3-9  WHO 快速预警系统收集的信息，109

4-1   选择的捐助机构、政府采购服务部门和质量保证组织的质量保证政策 
概览，149

4-2  药品采购质量管理规范，153

4-3  2011 年拘捕事件最多的国家，158

4-4   2006 年假药查封和查获次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160



xxiv 图文框、图和表

4-5  对伪造药品行为的处罚，182

4-6  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罚，184

4-7  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处罚，186

4-8   对问题“你是否知道这个国家存在假药？”的回答，174

5-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药品市场整体结构的差异，201

5-2   2006-2011 年美国药品盗窃案数量，213

5-3  网络药店的利与弊，237

6-1  劣质药品检测技术，286

6-2  药品质量属性和评估，275



1

摘要

药物1的掺假和伪造问题由来已久，而现代生产和贸易又极大地加剧了这一

问题。过去十年中，一些重要的抗菌药物对贫困国家的许多致命疾病的疗效均

已下降。而就在不久前，马萨诸塞州一家复方药店因配药疏忽而致使数百名美

国人患病。尽管有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后文简称“监管机构”）负责本国的药

品供应安全，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保证这一点。非法2药物是一个国

际性的问题，因而，采取行动有赖于国际合作，这是一个广泛共识。

不过，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争议却妨碍了有效的国际沟通。曾经通用

的描述某种药品并非其声称之物的术语“counterfeit”（仿冒）成为争议的焦
点。从狭义的法律意义上来说，仿冒药物是指侵犯了注册商标权的药物，其引

申意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任何怀有欺骗意图而制造的药物。有些非专利药品

公司和民间社团反对把劣质药品称为仿冒药，认为这是刻意将公众健康和知识

产权问题混为一谈。本报告认可仿冒药的狭义词义，而且，鉴于商标侵权的细

节必须由法庭逐案审理，本报告将不探讨仿冒药品问题。

但是，非法药品交易是一个影响公众健康的问题，因而是本报告的主题。

为了更严谨地讨论这一问题，报告将质量差的药物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劣质

药物，即不符合公认药典或生产商申报文件所述规格的药品；另一个主要的非

法药品种类是假冒药物，即带有虚假的药品特性或来源表述、或二者兼具的药

1  根据《American Heritage Stedman’s Medical Dictionary》中的定义，术语“medicine” 
 （药品）、“drug”（药）和“pharmaceutical”（药物）在本报告中可互换使用。

2 如同本报告后文中的解释，“Illegitimate”（非法）药物是“假冒”和“劣质”药物的上层分类。



2 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问题

物。很多国家还存在未注册药品问题，未注册药品是指没有获得某个国家上市

许可的药物。未注册药物的质量可能是合格的，但一些研究表明它们也经常是

不合格的。未注册药品通常在受监管的供销链以外流通，所以也值得怀疑。

从公众健康角度而言，药物质量问题也可分为两大类：假冒的和劣质的。

当然，这两个类别并非总是能清楚地加以区分。假冒药通常也是劣质药，劣质

药物定义中引用的国家标准也有不同3。尽管如此，这些术语仍可涵盖将要讨论

的这两个主要类别，并且有足够的准确性。国际上对这两个类别的认可则有可

能促进公众参与讨论这一话题。

建议 1-1：世界卫生大会应当采纳符合下述原则的定义：劣质药物不符合

国家标准4；假冒药品带有虚假的药品特性或来源表述，或二者兼具。未在

监管机构注册的药品也是非法的。

上述建议的重点在于这些定义的要素和术语“counterfeit”（仿冒）的弃
用，而不是建议使用完全相同的措词。

假冒和劣质药物对健康的影响

假冒和劣质药物可能含有毒性成分。一些最令人关注的药物犯罪案都是症

状明显的中毒事件。但目前更为常见的问题则是药物不起作用。不合格的药物

导致治疗失败，而医生通常不会怀疑药物是疾病进展的原因。挽救生命的药品

可能质量低劣，这可能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高死亡率的一个无法统计的根

本原因。

每种药物都不能免遭假劣药物的染指。用于治疗慢性和感染性疾病的药物

也同样被发现存在假冒和劣质问题。大量研究表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

的低价抗菌药物往往都是劣质产品。这类药物不但置患者于危险之中，还会引

起药物耐药性，从而危及人类后代的健康。

劣质抗菌药物所含的药物剂量通常较低且不稳定，而假冒药物则可能是稀

释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病原体接触到的药物剂量都不足以发挥疗效，这等

于是有选择地培养有抗药性的病菌。劣质药物已经导致耐药性结核病的发病率

上升。耐药葡萄球菌感染成为新出现的问题，尤其在印度、拉丁美洲和撒哈拉

3  有些监管机构可能认可低于国际药典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某种通常被视为劣质的药物在该

特定国家则有可能从技术上来说是合格的。
4  原本有一条关于无效质量体系的重点，因为对劣质药这一概念并非必要，在报告发布后被从建

议中删除。解释文字可以阐明调查委员会对劣质药的理解。



摘要 3

以南非洲地区。抗疟药物耐药性有可能使青蒿素疗法取得的良好效果被一笔勾

销，危及全球疟疾控制计划。

劣质及假冒药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假冒和劣质药品增加了患者医疗费用和卫生系统成本。药品价格昂贵；患

者和政府把钱财浪费在无效的药品上。久治不愈的疾病降低了生产效率，导致

工人不能工作而没有收入，同时需要花费更多的钱用于治疗。通过培养病菌的

耐药性，非法药品缩短了药物的有效期。社会则不得不承担药物开发的成本，

而这项费用会因为药物变得更复杂而不断增加。

劣质和假冒药品能削弱人们对医药卫生系统和所有公共机构的信心。假冒5

药物常常是犯罪团伙从事的买卖。他们用贩假所得资助其它犯罪活动，购买武

器和弹药，勾结腐败官员。假药和劣质药品的受害者通常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受

害者，因此被剥夺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在许多方面，非法药品交易都进一步腐

蚀了早已虚弱不堪的政治基础，使得这些非法交易不断，成为贫困和犯罪恶性

循环的一部分。

问题的严重性

假劣药品给人们带来的负担难以衡量。政府和企业界会监控药品质量 

问题，但这些信息通常是不公开的。药物安全研究所是一个由 25 家大型制药
企业的安全部门组成的网络，它掌握的数据表明，药品非法交易和生产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2011 年至少有 124 个国家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其中发展中
国家不相称地承受了更多的负担。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供的犯罪调查数据表明，在他们所调查的药 

品中，涉案最多的是丸剂和片剂，大多是由个体罪犯而非企业过失生产的。 

促进警务协作的国际机构——国际刑警组织自  2008  年以来已针对违禁药品
采取了 11 次行动。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突袭行动的警察查抄了数吨重的涉嫌 
药品，引发了数百起调查和拘捕。

很多关于药品质量的科学文献都采用病例研究的形式，这些病例研究是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了劣药或假药的临床医生所写的报告。这些报告能提供不同种

类药物受假劣问题影响的方式和时间等基本信息，还能触发流行病学调查。非

概率样本或便利样本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药物质量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可以揭

5 如同报告后文的解释，“fake”（假）通常被用作“falsified”（假冒，伪造）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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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贫困国家严重的抗生素问题，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严重的抗疟

药物问题。

对非法药物负担的最准确的估算来自系统随机样本，样本由病患扮演者从

一个有代表性的药物贩售者层面采集。这类研究在逻辑上十分复杂，因而数量

极少。按照近年的药品质量评估报告指南进行更多研究将可能促进对这一问题

的理解和监控。

对于假冒和劣质药品市场的规模缺乏清楚的认识使得协调统一的国际行动

受到阻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发全球假劣药物监测与监控系统。坚持采用这

一系统并最终与各国的药物安全预警系统相联接，将会推进国际行动，有助于

更细致地了解流通中的假冒、劣质和未注册药物的种类，以及交易的规模。

建议 3-1：政府应当建立或加强劣质、假冒和未注册药品检测系统。这种

监测应当并入已建立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分析和报告应当精确描述药品

的质量、包装和注册情况。

劣质药产生的原因

促使假劣药物数量激增的因素各不相同而又互有交叠。未能遵守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是劣质药品产生的根本原因。质量控制流程和核查验证增加了生产成

本，维护无菌水过滤和空气处理系统也是一样。合格的质量控制要求仅与质量

有保证的供应商合作，但中小规模的制药厂却经常因为物流困难和成本问题而

忽视供应商质量。

跨国公司，无论创新药还是非专利药（仿制药）企业，其运营规模可以保

证他们能收回优质药品生产的运作成本。而中小型药厂若要生产出优质药品，

就会面临初期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问题。非洲的中小型企业和公司在获取用于

改善业务经营的贷款时困难重重，这些公司唯一可利用的资金就是他们自己的

利润，而利润再投资并非建设现代化生产基础设施的快速和可靠的途径。这些

公司需要的是硬货币贷款，而他们国家的银行却无法提供。

国际金融公司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改进其私营企业

的药品生产。在解决了初期投资后，政府部门就可以更多地发挥其管理者的作

用，鼓励企业与外国生产厂合作。

建议 4-1：国际金融公司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应当为那些想要升级为国际

标准的制药企业设立单独的投资工具。政府则可以通过鼓励本国药厂与外

国药厂合作来促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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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因为生产厂无法达到国际质量管理规范标准而产生的质量问题，

因为有意投机取巧生产劣次药品以供应监管不力的市场而发生的质量问题，这

二者是难以区分的。当一个有能力达到国际标准的生产厂一直没有这样做，而

且只在销售给低收入人群的药品生产线上这样做时，我们就可以断定，违规只

是一个存在更多隐患的系统的一部分。

富裕国家强制执行很高的药物质量标准，生产商也十分清楚，若要在这些

国家的市场上销售，就必须采用优质的原料成分和标准质量管理规范。联合

国各机构和大型国际援助组织也会拒绝与达不到监管机构严格的质量标准的公

司建立业务往来。但是，生产商们知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不太可能强

制执行这些标准。如果某家生产厂为要求不太严格的市场生产了质量低劣的药

品，这被称为分等级（tiered）生产或平行（parallel）生产。

当生产方面的监管检查不能一贯如一时，标准的政府采购质量管理规范能

够确保优质药品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药品售价最低的企业通过购买含杂质

的原料成分和在配方组成上偷工减料来维持低价。规范的政府采购标准会要求

对那些质量可疑的最低价格投标不予接受，但要做到不被价格所左右也很难。 

在药品采购过程中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可以防止劣质产品混入市场。规范

的政府采购会特别强调控制腐败和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的“质量保证体系

模式”为政府采购部门提供了有效、公开地采购最优质药品所必需的步骤。

建议 4-2：政府采购部门在今后三到五年内应制定一个计划，以便奉行 

世界卫生组织的政府采购质量保证体系模式，努力消除任何阻碍合规的 

因素。

假冒药产生的原因

事实上，假冒药和劣质药之间的一个不同点是，掌握着生产许可和药品注

册审批权力的药品监管部门可能面对的生产商是居心不良还是疏忽大意。如

果对生产商的表述有误，是没有办法补救的。监管部门只能认定其为未知生产

商，并将案件移交给执法机构。而接手这些案件的警察和刑侦部门很难收集到

足够的证据用于起诉，因为通常没有多少（若有的话）线索能够将市场上的假

药与元凶联系起来。

犯罪者通过制造和非法出售假药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而这些罪行大多是

在监管系统最薄弱的环节伺机发生的。当犯罪者的目标瞄准跨国的创新药物

公司的产品时，这些公司的安全人员可以收集用于定罪的证据。警察也将调查

更多的药物犯罪，但警方的行动大多限于突击抄查。对于持续性的打击药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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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动，警方很难保持势头，尤其是在承受着调查谋杀及其它暴力犯罪的直接 

压力时。

假药与劣药并存的原因

很多质量低劣的药物既是假药也是劣药，同时，一些强化因素又加重了这

两个问题。药品需求量大而供应不稳定、监管系统薄弱以及认识不统一都助长

了假药和劣药交易。

药品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弹性商品，其单价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相应

而言极小。价格缺乏弹性，加上相对较高的价格，使药品成为世界各地患者的

一项主要开支。药品市场不稳定，价格和供应皆上下波动。药品短缺推动了药

价上涨，也将消费者推向了未受监管的市场。

降低药品价格和增加药品供应有助于防止药品匮乏。世卫组织建议用非专

利药做为替代品使药品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但这种方法有赖于市场能供应质量

合格的非专利药。对于通常仅赚取低利润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来说，证明生物

等效性和准备制造商申报档案供监管机构审批所投入的成本可能会阻碍产品上

市。不同的监管机构会有不同的而且经常大相径庭的要求。很多较小的监管机

构缺乏技术深度，无力评估非专利药生产商提交的生物等效性数据，使问题进

一步复杂化。

获得上市许可所需的高成本阻碍了贫困国家能力较强的非专利药产业的 

发展。一个更健全的非专利药市场有助于防止能催生劣药买卖的药物短缺和价

格高涨。监管机构可以努力改进协调其审批程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合

格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产品入市的障碍。采用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

会议的通用技术文件格式办理注册可以减少非专利药公司的申报负担。监管部

门也可更多地获益于更精简的监管系统，并且无需洽谈繁琐的互认协议。

建议 4-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监管机构应当采用国际协调会议的通

用技术文件办理药品注册，以便更好地协调其工作程序，减少生产商的申

报费用。为此，他们还应当进行联合检验，并使用通用检验报告。

当存在一个能向消费者保证药品质量的系统时，非专利药的流入将只会减

少假药和劣药的流通。能够发挥作用的药品监管机构是健全的非专利药市场的

必要条件。强化药品监管体系、建立监察队伍、大力推行质量标准以及按国际

标准发放许可，是改善药品质量所必需的。若没有一个能胜任的监管机构来监

察批发商、分销商和生产商，药品供应遭到破坏的机会就将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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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合规政策能帮助减少不必要的繁琐工作和细枝末节。企业界和监

管机构都应当同意致力于可公开共享的政策计划中确定的当务之急。

建议 4-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应当支持其监管机构制定生产与

质量控制国际标准合规政策计划。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应当支持

他们为此而努力。

药品生产大国，如印度和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分段的监管系统和各级政府

之间不明确的责任划分。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根据是最近由一种被污染的注

射用甾体药物引起的真菌性脑膜炎暴发，该药物是新英格兰复方药物中心在不

卫生的条件下配制的。FDA  和州药房理事会对复方药房的监管权限划分不明
是造成此次疾病暴发的原因。无论马萨诸塞州还是 FDA 对新英格兰复方药物
中心都没有明确的管理权，他们的责任混淆造成了一个监管漏洞。类似的混淆

在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监管缺口，这些国家的地方和国家政府共同承担药品监管

职责。

在诸如此次脑膜炎暴发这样的危机期间，公众对药品质量的关注达到了顶

点，但却难以保持下去。发达国家的患者早已将安全的药品供应视为理所当

然，他们可能意识不到避开受监管的供销系统会产生的风险。贫困国家的患者

通常更了解这一问题，但也存在知识差距，特别是那些最贫困、受教育程度最

低的人。有效的宣传活动可以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让消费者掌握更多

关于如何保护自己的有用信息。这类宣传活动已有效地促使富裕国家和贫困国

家发生了变化。

建议 4-5：政府和捐助机构应当为制定有效的宣传和培训计划提供基金，

以帮助消费者和卫生工作者了解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针对假劣药品对卫生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可以增进全世界对该问题的 

理解。这种教育应重点讲解卫生工作者可以使用的正确报告渠道以确认疑似的

假劣药案例。非法药物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尽管这种危险在各个

国家大不相同。有效的宣传活动应当提供准确信息，采取的方式应能赋予患者

保护自身健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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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供销链

现代药品供应链十分复杂。药品生产原料来自不同的国家，最终的药物制

剂再被出口，经过包装和再包装，然后在许多另外的国家销售。从生产厂到患

者，药品在此间经过多次转手，每一次交易都存在着假劣产品混入市场的可乘

之机。全球的药品质量有可能通过改变药品供销系统而加以改善。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供销系统有明显的不同。在发达国

家，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控制着生产和药品批发市场，而大多数患者从持有经

营许可的药房或配药处获取药品。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同一个国家有多

个效率各异的平行供销系统。经由简陋不堪的公路将药品运送到偏远的乡村十

分困难而且成本高昂，而这是贫困国家的供应链管理者必须做的。

药品供销链中的第一个环节是批发市场。药品批发商有两种：与生产商签

订了书面供销合同、可以直接从生产厂购买的一级批发商，以及从其他中间商

那里购买的二级批发商。这两类批发商都通过买卖药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当他

们发现某个地区缺乏某种药品时，他们就会向其他存有大量这种药品的批发商

购买相同的药物。市场始终在波动，药品也会多次转手。批发商可能会多次对

药品进行重新包装，而在重新包装的过程中，假冒药品就可能获得真品标签。

美国有数千家二级批发商从事药品贸易，造成药品短缺并以此谋利。将二

级批发商限制在经过审查的企业范围内将改善美国的药品供应。美国药房联

合理事会（NABP）批发商认证程序要求提供高管人员犯罪背景审查结果，以
及簿记和药品贮存与处理方面的职业标准证明。有些州也要求提供批发商的 

NABP  认证，但无良企业会寻求那些标准较低的州设立总部。而且，因为批
发贸易是全国性的，一个州的系统弱点也会成为另一个州的漏洞。

建议 5-1：美国各州的许可审批委员会应当仅将许可发放给符合美国药房

联合理事会认证标准的批发商和分销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应当与州

许可审批委员会合作建立一个公共数据库，共享有关暂时吊销和正式吊销

批发商执照的信息。

类似的薄弱环节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批发系统，而美国市场采取的措施

可以为全球的监管机构加强对无秩序批发市场的监管提供范例和信心。

更严格的许可审批要求可以改进批发系统，但药品仍需要从工厂转到供 

应商，经过许多环节才最终到达患者手中。供销链上的每一个交易环节都存在

着药品供应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犯罪分子会利用销售链中因出现问题而使药

品脱离监管记录的环节。离开了正常供销系统的药品被称为转售药物；进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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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药物交易的市场，更常见的说法是在几乎不受监管机构督察的情况下进行交

易的市场，被称为灰色市场。

药物转售是将获准在某个国家销售的药品拿到其他国家销售的一种方法，

而这些药品可能并未在当地注册。大大小小的盗窃和抢劫破坏了药品供销链

的完整性和对药品质量的信心。无论在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药品经常在主

要销售渠道以外流通，而且没有药品履历，即有关药品的每一次出售和买主的 

记录。

药品履历要依靠在药品上粘贴某种形式的唯一识别号码。缺少识别码的药

品或者识别码在整个供销链中无法辨识的药品，必须做为假冒药品处理并从市

场上撤回，即使这些药品是持照生产商生产的。无线射频识别、传统条形码和

二维条形码以及手机验证都是有助于药品跟踪的序列化方法。

建议 5-2：美国国会应授权并提供基金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用以建

立一个强制性的跟踪与追查系统。在过渡期间，FDA 应当召集一个利益

相关者工作组，其中包括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和非专利药协会，以促使

所有供应链参与者按照现行指导准则自愿进行跟踪追查。

利用独有序列号在全球供销链中跟踪药品是防范犯罪渗透的一个好方法。

从工厂开始跟踪单个药品包装直到消费者，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有信誉的药

房售出危险药品的机会。但是，未取得经营许可的药店仍会存在问题。药品供

销系统的最后一环，即药品零售，通常是最混乱的一个环节。

当药品脱离受监管的销售链时，药品供销系统会变得更加混乱无序。风险

会随着药品更加远离生产商而增加。持有许可的药房和配药处能够控制其药品

的质量，至少是因为他们可以信任他们的批发商。而在无照经营市场上则不会

如此努力地控制药品质量。无照药贩可能会象对待其它销售工作一样对待药品

销售，顾客若不购买，就不想让他们离开。一般情况下，这些药贩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会利用街市和杂货店特有的混乱，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则

利用网络药店。

缺少可供选择的药品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向无照药贩购买药品，后者

出售的药品可能是从大塑料袋或分装的泡罩包装中取出的。除了这点以及其它

严重违反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这些药店的经营通常还得到监管机构的默许，

因为他们是大城市以外地区仅有的药品来源。

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药店员工严重缺乏训练的问题，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许多国家，接受过培训的药剂师人数极少，又都

在企业工作。社区药房，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药房，情况更糟。在世界上受假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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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祸害最严重的一些地方，能有一名受过培训的社区药剂师来监督每一家药

店简直是奢望。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合法药店的数量，并为这些药店配备接

受过适当的最基本培训的员工。

建议 5-3：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利于私营部门在

缺医少药地区建立合格药物零售点的环境。政府激励措施可以鼓励这一做

法。为此，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药学联合会应当支持国家药房理事

会和教育部门对各级药物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只要有好的经营理由，私营部门就会投资于药品零售行业。政府可以采取

鼓励私营部门投资的措施，并创建一个能让负责的私营药品经销商发展壮大

的环境。政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用于改进药店，鼓励私营企业认证计划或特许

经营计划，还可以与本国的药房理事会合作对药品从业者进行分级培训和职业 

培训。政府还可制定激励措施将受过培训的人员留在缺医少药地区。

杂乱无序的药品零售现象并非仅限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无照商

贩将药品销往全球各地，主要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无照网络药店和街

头药市很相似，二者不但是库存药品的质量都很差，而且其经营也都缺乏官 

方监督。

在美国，NABP 实施了网络药店经营网站认证（VIPPS）计划，用以辨识
安全的网络药店。经认证的网络药店不但符合该药房所在地州的经营许可要

求，同时也符合其所有药品销售目的地所在州的经营许可要求。这些要求中主

要包括处方验证、质量标准合规和常规检查申报。认证药房显示有  VIPPS  印
章，而且，因为印章可能被复制，该计划的网站同时列出了获得认证的药房和

已知的黑药店。

检测技术

药品分析技术的主要种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药品及包装的目视检查；物

理性质检测，如反射率和折射系数等；化学检测，包括比色分析、崩解度和

溶出度等；色谱分析；光谱技术分析；质谱分析。每一种分析方法中，有些技

术适合在现场使用，而其它技术则需要有复杂的实验室设备和高水平的专业技 

术知识。

要了解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为什么使用各种不同技术是很困难的。

在任何一种特定情况下，某种技术所能提供的信息，其可靠性、成本、速度和

便携性，都令这种技术的适用性受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虽然任何一种检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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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足以将一种药物确定为劣质药或假药，但没有一种分析技术能够单独提供

足够的信息来确认该药物为真品。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测都有一个难点，那就

是如何将各种检测结合运用以获得最大效率。通常最佳的工作程序是先从最简

单的或成本最低的检测方法开始。只有当样本通过了这些检测时，检验者才可

以继续采用难度或成本更高的方法。

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能更容易地获得和运用检测技术，对于控制假冒

和劣质药品交易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技术能够保护消费者，也有助于

监察人员准确地估计劣质药品问题的严重性。了解检测技术现状、可用技术的

范围和差距、以及今后能做的改进，对于检测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来说是

十分必要的。

建议 6-1：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应当提供资金开发建立一个中心资

源库，用于提供现有的和创新的检测、抽样和分析技术，包括从现场快速

筛查到复杂的实验室评估等各种技术，以便鉴别劣质和假冒药品。

行业守则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本国的药品供应。这包括管理优质生产商，防止劣

质药品流入市场，在市场上出现假劣药品时进行检测，以及对制造和贩卖假劣

药品者加以处罚。药品监管、监察和执法是任何一个国家应对假劣药物问题的

必要工作。

自觉自愿基础上的软性法律，例如行业国际守则，可以促成针对假冒和劣

质药品的国际行动。行业守则的内容可包含关于药品质量问题监测和国际报告

的指导准则。守则有助于国家相关法律获得通过，这些法律规定了如何处罚以

及在必要时如何引渡涉嫌贩卖假药者和因过失生产而涉罪者。守则还可能会促

成关于药品生产和许可的统一监管标准。

建议 7-1：世界卫生大会应当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世界海

关组织合作，并咨询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立一个内容全面、透明的

程序，用以拟定一部关于全球假劣药品问题的行业守则。守则内容应包括

有关监测、监管和执法的指导准则，使各国和国际社会能够防范和应对药

品质量问题。

假药的生产和贸易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全球性问题。市场上的假冒和劣质药

品数量难以估计；这些问题药品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导致的死亡人数或其它疾

病数量，以及因使用它们治病而浪费的时间和金钱数量，也同样难以得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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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便利抽样调查的证据显示，抗菌药物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常受

到假劣问题的困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合法供应链以外销售的所有药物

都是可疑的，包括在未受监管的市场上出售的药品以及互联网上出售的大多数

药品。

本报告建议将多个行动结合起来，这可以减少全球的假冒和劣质药品交

易。有些建议旨在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药品质量，这些国家无疑不相

称地承受了假劣药问题的负担。其它建议可能改进美国监管系统的薄弱环节，

帮助美国消费者，为全球行动制造声势。将假冒和劣质药品从市场上清除需要

国际合作。以自觉自愿为基础的软性法律可帮助推行统一协调的监测、监管和

执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