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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医药包装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肖特玻管（浙

江）有限公司、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包装（镇江）有限公司、沧州四星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威高普瑞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宁波正力药品包装有限公司、凯盛君恒有限公司、欧璧医药

包装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尼普洛医药包装容器（上海）有限公司、湛江圣华玻璃容器有限公司、重庆正

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正信药用玻璃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

司、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汇毓医药包装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中辰、张海翔、袁恒新、蒋琼、官子楸、姚文震、宋小龙、倪世利、叶欢、王立生、

李云涛、秦文文、彭为轶、范勇、李道国、于春梅、曲翠娟、薛军明、武玉娟、张金云、王文松、滕建中、周爱梅、

徐国鑫、耿立新、林彤慧、沈董林、许宁波、贺瑞玲、金宏、纪炜、孙怡、蔡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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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药用玻璃容器是常用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容器。

本文件综合考虑药用玻璃的特性、发展趋势以及对药品质量的影响因素，选择了按材质、性能、成型工

艺、成型后表面处理、形制等５种方式对药用玻璃容器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方式和相对应的应用场景是基

于现有的产品和认知，可能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会随着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文件希望能为促进药用玻璃产品的研发、推动生产技术的进步、满足新的应用需求等方面，提供理

论依据和思想、实践路径方面的参考。

当药用玻璃生产企业根据本文件设计、研发、命名新产品，制定产品标准时，应充分了解和关注药品的

类型、特性和要求；当药品企业通过本文件选用药用玻璃容器时，应根据药品特性、药品生产工艺、药品剂

型等特点，综合考虑各种药用玻璃容器的分类与应用，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型。在开展必要的相容性研究的

同时还要关注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均一性，如玻璃的线热膨胀系数、三氧化二硼含量等指标的波动范围。

药品企业在选择了玻璃容器后，还应与药用玻璃生产企业签订质量协议，质量协议一般包括：

———质量审计的内容；

———产品标准（包含外观缺陷、几何形状、尺寸及偏差、物理化学性能、批次划分原则及可接受的质量

水平等）；

———玻璃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的变化监测方案；

———工艺、配方、生产场地、产品标准等发生的变更时，开展相关研究及时通知客户的制度等。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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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玻璃容器分类和应用指南

１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药用玻璃容器的分类和应用指导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直接接触药品的玻璃容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中国药典（四部，２０２０年版）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药用玻璃容器　狆犺犪狉犿犪犮犲狌狋犻犮犪犾犵犾犪狊狊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狊

具有良好化学稳定性和透明性，与药品直接接触且能稳定贮存药品的玻璃容器。

３．２

管制玻璃容器　狋狌犫狌犾犪狉犵犾犪狊狊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狊

配合料经过玻璃窑炉熔融至符合成型要求的玻璃液后，将其拉制成用于管制瓶生产的玻璃管，在玻璃

容器生产时再对玻璃管进行二次加工，制成具有一定几何形状的玻璃容器，管制成型是二次成型的生产

工艺。

３．３

模制玻璃容器　犿狅犾犱犲犱犵犾犪狊狊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狊

配合料经过玻璃窑炉熔融至符合成型要求的玻璃液后，采用成型设备借助各种不同形状的模具直接

制成具有一定形状玻璃容器。模制成型是一次成型的生产工艺。

３．４

玻璃内表面耐受性　犻狀狀犲狉狊狌狉犳犪犮犲犱狌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犵犾犪狊狊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狊

玻璃容器在其包装内容物期间，内表面承受水、酸、碱等化学物质的物理、化学侵蚀以及温度、压力等

环境因素作用的能力。

３．５

脱片　犱犲犾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由于内容物与玻璃容器相互作用导致玻璃容器内表面发生脱落，在内容物中产生的雪花状（或片状）

的薄片，其尺寸可在５０μｍ至２００μｍ的范围内。

３．６

遮光性能　犾犻犵犺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为避免内容药物受光影响，玻璃容器具有的阻挡特定波长的光透过的性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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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内表面处理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为提高和改善玻璃容器内表面的某些性能而进行的工艺处理。

　　注：如中性化处理和硅化处理等。

３．８

外表面处理　狅狌狋犲狉狊狌狉犳犪犮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为提高药瓶强度，防划伤，对玻璃容器外表面进行的工艺处理。

　　注：如对玻璃外表面的热端涂层和冷端涂层。

３．９

中性化处理　狀犲狌狋狉犪犾犻狕犻狀犵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用于减少玻璃内表面碱金属离子的释放，常采用硫化处理。

３．１０

硅化处理　狊犻犾犻犮狅狀犻狕犻狀犵

用于改善玻璃容器内表面憎水性能或润滑性能。

　　注：如药用玻璃容器内表面经过硅油（乳液）处理并固化的工艺。

３．１１

二氧化硅镀膜　犛犻犗２犮狅犪狋犻狀犵

用于减少玻璃成分的迁移。如使用脉冲离子化学沉积法（ＰＩＣＶＤ），使玻璃包装容器内表面与含硅气

体（六甲基二硅氧烷ＨＭＤＳ）进行等离子反应，从而以共价键的方式形成致密均一的二氧化硅镀层。

３．１２

玻璃表面化学强化处理　犵犾犪狊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犲狀犻狀犵

将玻璃容器浸在某些盐类的熔融物中加热，用离子半径较大的碱金属离子（如钾离子）交换玻璃中半

径较小的碱金属离子（如钠离子），由于大离子占据玻璃网络结构中较小的空穴，产生挤压作用，使玻璃表

面产生永久性压应力，改善玻璃表面的性能。

３．１３

冷端涂层　狋犺犲犮狅犾犱犲狀犱犮狅犪狋犻狀犵

为提高玻璃容器的抗冲击强度和抗摩擦、防划伤能力，玻璃容器在退火到低温时用压缩空气将聚合物

喷涂在容器的外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涂层。

３．１４

热端涂层　狋犺犲犺狅狋犲狀犱犮狅犪狋犻狀犵

为显著地提高玻璃容器的抗内压强度，玻璃容器在成型后的较高温下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将涂层材料

喷涂在容器的外表面。

３．１５

形制　狊犺犪狆犲

反映产品制造的形状和构造。

４　分类

４．１　总则

药用玻璃容器按照材质、性能、成型工艺、成型后表面处理、形制等进行分类。

４．２　按材质分类

按照玻璃材质，药用玻璃可以分为石英玻璃、硼硅玻璃、铝硅玻璃、钠钙硅玻璃四类。每类玻璃的化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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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并不恒定，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同类型玻璃化学组成允许有差异，各类玻璃材质的化学组成及主要

性能见表１。

表１　药用玻璃材质分类表及性能表

化学组成及性能
玻璃类型

石英玻璃 硼硅玻璃 铝硅玻璃ｄ 钠钙硅玻璃

ＳｉＯ２／％ ＞９９ ≈７１～８１ ≈７２～７５ ≈７０

Ｂ２Ｏ３／％
ａ — ≥５ — ＜５

Ａｌ２Ｏ３／％ — ≈２～７ ≈９～１２ ≈０～４

碱金属氧化物

（Ｎａ２Ｏ＋Ｋ２Ｏ）／％
— ≈４～１２ ≈１０～１３ ≈１２～１６

碱土金属氧化物

（ＣａＯ、ＭｇＯ、ＢａＯ）／％
— ０～５ ０～５ ≈１２

平均线热膨胀系数

×１０－６／Ｋ－１

（２０～３００℃）ｂ
＜１ ３．２～７．５ ６．０～７．０ ７．６～９．０

１２１℃颗粒耐水性ｃ １级 １级 — ２级

　　
ａ 参照《中国药典》（四部，２０２０年版）４００９三氧化二硼测定法。

ｂ 参照ＹＢＢ００２０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ｃ 参照《中国药典》（四部，２０２０年版）４００１１２１℃玻璃颗粒耐水性测定法。

ｄ 可经表面强化处理后使用。

４．３　按性能分类

４．３．１　按玻璃容器内表面耐水性分类

药用玻璃容器按玻璃内表面耐水性可分为Ⅰ类玻璃、Ⅱ类玻璃、Ⅲ类玻璃。分类见表２。

表２　药用玻璃容器内表面耐水性分类

玻璃类型 内表面耐水性ａ

Ⅰ类玻璃 具有高耐水性

Ⅱ类玻璃 经过中性化处理达到高耐水性

Ⅲ类玻璃 未经过中性化处理，具有中等耐水性

　　
ａ 具体数值可参照《中国药典》（四部，２０２０年版）４００６内表面耐水性测定法。

４．３．２　按遮光性分类

药用玻璃容器分为无色和有色两种。有色玻璃具有遮光性能，如棕色玻璃等。

４．４　按成型工艺分类

按照成型工艺的不同，药用玻璃容器分为管制瓶和模制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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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药用玻璃容器有管制注射剂瓶（西林瓶）、安瓿、笔式注射器套筒（卡式瓶）、预灌封注射器针管、管

制口服液瓶、管制药瓶等。

模制的药用玻璃容器有输液瓶、注射剂瓶（西林瓶）及药瓶等。

４．５　按成型后表面处理分类

为改善某些性能对成型后的药用玻璃容器进行表面处理，可分为中性化、硅化、二氧化硅镀膜、化学强

化、冷端涂层和热端涂层等处理。

４．６　按形制分类

药用玻璃容器按形制分为安瓿、注射剂瓶（西林瓶）、输液瓶、预灌封注射器、笔式注射器用玻璃套筒

（卡式瓶）、管制口服液瓶、玻璃药瓶等。

５　应用指南

５．１　不同类型药用玻璃容器应用特点

不同类型的药用玻璃容器各有特点，在应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各类玻璃容器的主要特点及应用见

表３至表８。

表３　玻璃类型的特点与应用

玻璃类型 特点与应用

石英玻璃
成分中用二氧化硅，含量在９９％以上。具有耐高温、耐酸腐蚀、热稳定性好、透光性好等优点，特别是

其成分单一，用于包装对金属离子敏感的药品更为适宜

硼硅玻璃 玻璃成分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硼，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在药品包装中应用广泛

钠钙硅玻璃
氧化钠、氧化钙和二氧化硅是玻璃的主要组成，具有一定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一般适用于对玻

璃侵蚀性较弱的药品包装

铝硅玻璃 玻璃成分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铝，制成的玻璃容器经表面强化处理后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

表４　耐水性分类的特点与应用

耐水性分类 特点与应用

Ⅰ类玻璃 具有较高的耐水性，适用大多数注射类和非注射类药物产品的包装

Ⅱ类玻璃
经过中性化处理后可达到较高的内表面耐水性，适用大多数酸性和中性注射类和非注射类药物产品

的包装

Ⅲ类玻璃
具有中等的耐水性，适用非注射类药物产品的包装，注射类药物产品需要经过合适的稳定性数据证

明其适用

表５　遮光性能分类的特点与应用

遮光性能分类 特点与应用

无色玻璃 无色透明，便于对内容物的观察，适用于对光照不敏感的药品包装

有色玻璃 通过对玻璃着色减少光的透过，适用于有遮光要求药品的包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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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成型工艺分类的特点与应用

成型工艺 特点与应用

模制瓶
一次成型的生产工艺，壁较厚，机械强度高，表面性能均一性较好，产品的规格范围较大，可用于小容

量制剂包装，也可用于大容量制剂的包装

管制瓶 二次成型的生产工艺，壁厚均匀，质量轻，一般适用于小容量制剂的包装

表７　成型后表面处理分类的特点与应用

成型后表面处理 特点与应用

中性化处理
通过中性化处理，降低了玻璃内表面的碱金属离子浓度，改进和提高玻璃容器内表面耐水

性能

硅化处理
通过硅化处理，可增加玻璃容器内表面的憎水性能和润滑性，可减少药液的挂壁残留，有利于

活塞在玻璃针管中的滑动

二氧化硅镀膜处理
通过离子脉冲化学沉积法在玻璃容器内表面形成致密均一的二氧化硅镀层，可以增加玻璃成

分迁移的阻隔性，减少浸出物

化学强化 通过化学强化工艺，可显著提高玻璃容器的机械强度，减少玻璃容器的破碎、破损和裂纹

冷端涂层／热端涂层
通过对容器外表面涂层，可减小表面摩擦系数，防止划伤，保护玻璃容器的外表面，减少玻璃

容器的微裂纹，提高玻璃容器的强度

表８　形制类型分类的特点与应用

按玻璃形制分类 特点与应用

安瓿 采用熔封工艺，密封性好，单一组件的包装系统，便于开启使用，一般用于水针制剂包装

注射剂瓶（西林瓶） 需用胶塞及组合盖或铝盖密封，一般适用于小容量注射剂的包装

输液瓶 需用胶塞及组合盖或铝盖密封，一般用于大容量的注射液的包装

预灌封注射器

与不锈钢针、护帽、活塞和推杆等组成的密闭系统，同时具有储存药物和注射的功能，可减少

药液从玻璃包装容器到针筒的转移过程，减少药液残留，降低注射中的二次污染风险，使用便

利。属于免洗免灭药包材，常用于价值较高药品的包装，更有利于急救药品的使用

笔式注射器用玻璃

套筒（卡式瓶）

与玻璃珠、活塞、垫片和铝盖组成的密闭系统用于笔式注射器，具有储存药物和便于注射的功

能，可减少药液从玻璃包装容器到针筒的转移过程，减少药液残留，降低注射中的二次污染风

险，使用便利、携带方便。常用于可分次精准控制注射剂用量的制剂

管制口服液瓶
与橡胶垫片、组合盖或铝盖密封，透明、易消毒、耐灭菌、耐侵蚀、密封性好，一般用于单剂量口

服制剂的包装

玻璃药瓶

与橡胶垫片、塑料盖或铝盖密封，一般用于口服制剂、外用制剂的包装，便于灌装，方便开启，

形制多样；或与药用喷雾泵密封可用于吸入或喷雾单剂量或多剂量制剂的包装，用药方便，避

免使用时药物污染

５．２　药物制剂选择玻璃容器的关注点

基于风险管理和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对药品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判定，在选择药用玻璃容器时，需根据

药品特性（见表９）、药品生产工艺（见表１０）、药品剂型（见表１１）等特点，关注药用玻璃容器系统与药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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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影响。

表９　药品特性与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药品特性 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药物处方ａ 中含有容易

与碱土金属发生络合作

用的成分

●　需关注玻璃容器侵蚀和脱片的风险。一般宜选用Ⅰ类玻璃材质容器，并进行充分研究

对光敏感的药物 ●　可选用有遮光性能的有色玻璃，并可在其外包装上增加避光的措施

偏酸偏碱以及对ｐＨ敏

感的药物

●　宜选用Ⅰ类玻璃容器；

●　如选用Ⅱ类玻璃容器，需评估容器内表面化学耐受性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

●　关注容器内表面化学耐受性和脱片风险

对金属离子

敏感的药物

●　需关注玻璃成分和杂质元素的浸出物风险，建立风险控制措施；

●　需关注玻璃中金属离子对药物稳定性的影响；

●　大容量注射剂、肠外营养剂等的大量长期给药，铝的每日允许暴露量为２５μｇ／Ｌ

　　
ａ 处方中容易与碱土金属发生络合作用的成分，一般包括乙酸盐、枸橼酸盐、葡萄糖酸盐、苹果酸盐、琥珀酸盐、酒石

酸盐等有机酸盐；磷酸盐缓冲液；乙二胺四乙酸等常用络合剂。

表１０　药品生产工艺与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药品生产工艺 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湿热灭菌

●　关注容器表面缺损和裂纹；

●　关注容器与其他组件配合部位的外观尺寸，从而保证包装系统的密封完整性，避免水分

影响；

●　关注容器内压力耐受性；

●　如选用经内表面处理的玻璃容器，需关注容器内表面膜层的稳定性

热灌装 ●　关注玻璃容器的耐热冲击性能

冷冻干燥

●　关注玻璃容器的平均线热膨胀系数，满足耐冷冻需求；

●　关注玻璃容器底厚、壁厚均匀性和瓶口完整性；

●　当药品冻干装量超过１／３，壁厚需适当增厚

无菌分装

●　关注容器尺寸规范，影响密封性；

●　关注容器表面缺损和裂纹，避免制剂受到微生物污染；

●　关注容器密封性能，避免水分影响，避免活性气体影响；

●　可选用符合要求的免洗免灭菌玻璃容器

辐照灭菌
●　适用于采用辐照灭菌的玻璃包装，如预灌封注射器等；

●　可选用配方添加锆元素的玻璃容器

容器清洗 ●　关注瓶口与其容量的匹配性，保证清洗液排出顺利彻底

精准给药（含治疗窗窄、

治疗剂量要求高、具有

细胞毒、附价值高的药

品）

●　需关注给药递送量的准确性；

●　关注玻璃容器的平整度、硅化后内表面疏水性能，内表面的吸附性能及容器构型（如Ｖ型

底）等；

●　关注玻璃容器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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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药品剂型与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药品剂型 选择药用玻璃容器的关注要点

吸入制剂

●　关注容器密封系统的完整性，避免微生物侵入；

●　关注抛射剂与玻璃容器内表面的相互作用，避免影响到药物成分以及给药装置的喷射

功能；

●　作为最高风险给药途径的制剂，需要对玻璃容器的化学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行确认；

●　满足压力容器的需求

注射液和

眼用制剂

●　关注容器密封系统的完整性，避免微生物侵入；

●　关注容器内表面耐水性、耐温度急变、元素杂质浸出；

●　关注可提取液中砷的限度

注射用无菌粉末（含冻

干制剂）

●　关注容器密封系统的完整性，避免外界水分和微生物侵入；

●　关注玻璃容器的耐冷冻性能；

●　复溶的冻干制剂，需关注容器内表面耐水性，避免影响药物稳定性

口服制剂 ●　满足相应药品的需求

生物制品（疫苗）

●　关注容器内表面耐水性、元素杂质浸出；

●　关注容器密封系统的完整性，避免外界水分和微生物侵入；

●　关注低温储存运输过程玻璃容器的耐受性；

●　关注在药物长期侵蚀作用下玻璃容器内表面铝离子、金属钨等物质的迁移量，可能导致蛋

白质聚合或影响产品的免疫原性

５．３　综合评估

５．３．１　总则

选择玻璃包装容器时，需考虑药品整个生命周期，依据风险评估的理念，遵循质量源于设计的原则，对

玻璃容器的选择和应用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的内容，不仅包括玻璃类型的特点与应用、药物制剂选择

玻璃容器的关注点，还需进行其他评估，内容见（５．３．２～５．３．６）。

５．３．２　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评估

药用玻璃容器生产商需建立相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５．３．３　持续稳定供应产品的能力评估

具有持续稳定地供货能力和应急机制。

５．３．４　满足清洗、灌装、灭菌设备的适应性评估

满足药品智能化生产线、高速灌装、连续化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性能，如玻璃容器的外观及缺陷、外径尺

寸及偏差、玻璃瓶的垂直轴偏差，玻璃安瓿的圆跳动等。

５．３．５　玻璃容器的内表面耐受性评估

内表面耐水性测试结果是玻璃容器表面化学耐受性评估的一部分。玻璃容器通过中性化等化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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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提高了内表面耐水性测试结果的同时，可能会降低玻璃内表面的化学耐受性，在灌装某些特定药物

配方时，可能会增加玻璃微粒或脱片的倾向。

５．３．６　药品与玻璃容器直接接触后的相互影响评估

当药品与玻璃容器直接接触可能发生相互影响时，不仅需要对玻璃容器内表面的耐受性进行评估，还

需根据相关指导原则开展必要的相容性研究，保证药品的关键质量属性和安全性在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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