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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美国膳食补充剂管理案例分析及启示
赵洪静 宛超 张李伟 张晓娜
【摘要】 2015 年 10 月，俄勒冈州政府起诉美国某知名膳食补充剂经销商涉嫌销售含非法添加成分
的膳食补充剂。该事件暴露出美国对于膳食补充剂原料管理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引发了各利益相关方
对于 FDA 与州政府在监管职责及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关注与讨论。通过对该事件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加强
保健食品及原料监管的政策性建议，希望为相关部门及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保健食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膳食补充剂；原料管理

Case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n a case of American dietary supplements management
Zhao Hongjing, Wan Chao, Zhang Liwei, Zhang Xiaona.

Center for Health Food Evaluation,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7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 Chao, Email: wanchao@zybh.gov.cn
【Abstract 】

Oregon sued a certain American well-known supplements’agency contained illegal

ingredients on Oct.22, 2015. The event presented that FDA showed the problem of the management issues on the
supplement ingredients. This event also triggered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role of supervis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FDA and State government. This paper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such issue and tried to offer suggestion of food regulation and ingredient management to the resear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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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以补充维

是多以中医养生食材及药材为原料。中医有“药

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

食同源”的观点，认为药与食同源同用、同理同

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功，二者在养生保健作用上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

这一理论观点赋予食物以“双重性质”，不仅满足

食品。世界各国关于保健食品的定义、范畴、管

生理需要，还具有保健、调节人体机能的作用。

理制度不尽相同。在美国，保健食品主要为膳食

除“药食同源”药品外，部分食用安全性较高的

补充剂。

中药材原料也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物品名单 1 。据
[ ]

我国的保健食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

统计，截至 2013 年，注册保健食品所用中药材原

传统中医药养生保健理论是指导保健食品研发最

料 283 种，使用频次约占全部原料使用频次总和

具影响力的基础理论，多数保健食品以中医药理

的 56%。三是多数为复方配伍产品。由中药材参

论作为产品设计及研发依据。中医养生理论强调

与配伍的产品占全部注册功能类产品的 76%。美

顺应自然、形神兼养、动静结合、调养脾肾。二

国的膳食补充剂多以维生素、矿物质为原料，近
年来，伴随植物提取物产业的发展及对“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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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理念的推崇，膳食补充剂产品越来越多地加
入了植物原料及植物化学成分，如紫锥菊提取物、
原花青素、叶黄素、番茄红素等，中药材原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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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取物也进入北美及欧洲膳食补充剂市场，如

分，并向相关生产企业发出警告信。匹卡米隆是在

人参、银杏叶提取物等日益受到欢迎。

其他国家允许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处方药，而

优质的原料是保健食品安全有效的物质基础

在美国被禁止使用。2015 年 9 月 28 日，FDA 相关

及前提条件，在当前保健食品市场多数产品配方

部门在提交给俄勒冈州检察长的书面文件中注明

雷同的背景下，控制原料的质量优势就可在终产

匹卡米隆“不是一种膳食成分” 3-5 。
[

]

品市场占据先机。为规范原料监管，保障食用安

该经销商表示，俄勒冈州检察长的指控缺乏

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4 年 4 月发

法律依据，并声称该公司自 2013 年就有含上述

布了《保健食品注册原辅料技术要求指南汇编（第

2 种成分的产品销售。但直到 2015 年 4 月，FDA

[2]

一批）》 ，对保健食品常用原料及标准，包括普

才发表声明认定 BMPEA 不属于膳食补充剂允许

通食品、食品添加剂、中药材、营养素、新食品

添加成分。在本次诉讼发生前，匹卡米隆并没有

原料等进行分类汇总，指导注册行为。但由于对

出现在任何 FDA 警告信或其他 FDA 通告中，FDA

国产保健食品质量的消费信心不足，不少人选择

也未直接通知该公司关于匹卡米隆存在问题。据

国外保健食品，特别是国际知名厂商出售的膳食

报道，虽然该公司对州检查长的指控有异议，但

补充剂。近期，部分媒体相继报道了美国某知名

已主动停止销售含有上述成分的所有产品。

膳食补充剂经销商被俄勒冈州政府起诉，涉嫌销
售的膳食补充剂所用原料含非法添加成分，成为
[3]

2

暴露问题分析

社会关注热点 。其实，放眼全球保健食品市场，

2.1

原料管理是棘手的问题。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与

FDA 对于膳食补充剂原料(成分)管理存在的漏

分析，暴露出美国对于膳食补充剂及其原料监管

洞，值得反思。美国对于膳食补充剂的上市管理

存在的问题，引发各界对于美国 FDA 与州政府间

较为宽松，生产商只要能确保产品安全并符合相

监管职责的讨论；同时，对于加强国内保健食品

关法规，就可直接上市，不必向 FDA 申请注册或

监管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备案。FDA 对于膳食补充剂原料的管理以时间为

原料(成分)管理问题：本次事件暴露出美国

节点，根据《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方案》
1

事件基本情况

(DSHEA)规定，使用未在 1994 年 10 月 15 日前美

2015 年 10 月，俄勒冈州检察长起诉美国某知

国上市膳食补充剂所含成分的，为膳食补充剂新

名膳食补充剂经销商违反了俄勒冈州《非法贸易

原料，相关产品应在上市前 75 天向 FDA 提出备

行为法》，涉嫌销售含有匹卡米隆和类安非他明的

案，并提交证明产品及原料(成分)安全的材料 6 。

化学合成成分(BMPEA)的膳食补充剂，涉及该公

FDA 对于备案材料的评估并不影响产品上市。由

司销售的减肥、健体及运动营养补充剂等产品。

于 FDA 没有出台 1994 年以前已上市膳食补充剂

[ ]

BMPEA，属于安非他命类似物，被世界反兴

原料名单，导致主管部门与行业对于新原料的判

奋剂机构禁用。FDA 的科学家曾于 2013 年 10 月

断存在争议 7 ，加之美国整体宽松的膳食补充剂管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提出 9 种膳食补充

理政策，使部分新膳食补充剂原料或成分未经评

剂中含有“非天然来源”的 BMPEA，指出无法在

估或备案就直接上市，存在食用安全隐患。

相关植物样本中找到 BMPEA，并且这一成分从未

2.2

进行过人体安全测试。2015 年 4 月，FDA 发表声

发了关于膳食补充剂监管中，FDA 与州政府各自

明，认定 BMPEA 不属于膳食补充剂允许添加成

应发挥的作用及相关职责的讨论。这已不是州政

[ ]

FDA 与州政府间职责界定的问题：该事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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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第 1 次采取相关行动，纽约州检察官曾调查过

3

启示与建议

植物补充剂产品非法标识的问题。美国天然产品

尽管中美两国对于保健食品相关产品(膳食

联盟执行主任认为，FDA 只是向州检察官提交了

补充剂)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但对此类产品的原

书面文件但同时自身未采取任何行动，这种行为

则要求是一致的：即食用安全、明确的保健功能、

[4]

或程序是不恰当的 。行业组织担忧 FDA 将其责

监管上与药品、普通食品的界定。为保障产品安

任委托给州政府，而不是行使其自身的执法权；

全与质量，杜绝非法添加，加强原料管理是治本

他们认为 FDA 在发现某种原料(成分)违法时，应

之策。同时，还应明确保健食品定位，界定保健

立即采取行动。FDA 则认为，尽管该机构拥有采

食品原料范围，合理划分保健食品与药品、普通

取相关措施的权利，但前提是必须先证明该产品

食品，特别是与普通食品的管理边界。

涉及掺假、标识错误或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3.1

规范》有关要求等。根据拥有的资源和对安全性

行注册管理，对功能、毒理、功效成分等进行逐

的考量，应分先后次序安排执法行动。可见，对

品种、逐项目的试验验证，可用原料名单、功能

上述问题的讨论体现了各利益相关方对联邦政府

项目、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基本由政府主管部门

机构与州政府在监管职责及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关

制定提出，申请人必须严格遵守 10 。美国对于膳

注；各方对于 FDA 与州政府在膳食补充剂监管领

食补充剂采取自行合规与备案的管理制度，管理

域各自应发挥的作用、如何建立协调机制以及规

模式较为宽松，对于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产品创

范执法程序等方面存在争议。

新与多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宽松的管理

2.3

进口膳食补充剂管理问题：许多国外膳食补

模式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美国不断出现食

充剂以普通食品身份进口销售，未按照我国相关

用膳食补充剂致死或致伤的不良反应报道。如何

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健食品注册申报，原料及产

在促进产业发展与保证产品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品未按照我国规定进行安全及保健功能的试验验

进一步规范原料监管，值得深入探讨。我国对于

证与评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保健食品原料主要采取名单制管理，主管部门通

严格保健食品原料管理：中国对保健食品实

[

]

膳食补充剂通常以维生素、矿物质、植物提

过制定和发布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禁用

取物为原料，部分原料仅可用于保健食品，有些

于保健食品物品名单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的使

原料在我国没有食用历史，应当按照新食品原料

用。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8-9]

。产品形态多为片

委员会(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

剂、胶囊、口服液等剂型，需定量食用，通常宣

料管理的通知》
，规定了药食同源的物品名单(87 个

传保健作用。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及历史原

物品)、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114 个物品)

因，膳食补充剂往往以普通食品身份进口，未按

和禁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59 个物品)，并对

照我国保健食品监管要求进行评估与注册，生产

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真菌/益生菌、国家保

过程及质量控制游离于我国监管视野之外，存在

护动植物的使用以及不同名单原料使用的个数和

安全隐患。进口后，在国内市场销售往往非法宣

总数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延用至今。名单外的原

称保健功能，个别产品甚至宣传疾病的预防与治

料，经严格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及技术审评，也

疗作用，加之形态、食用方式与保健食品、药品

可作为保健食品原料使用。但原料管理也存在一

相近，易导致消费者混淆；同时存在监管空白与

些问题：一是与新食品原料管理的边界不清。近

盲区。

年来，不少需限量食用的保健功效原料，如玛咖

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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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鱼油、人参等陆续批准为新食品原料，可以

品边界。对于小剂量、高浓缩、规定食用量、宣

在普通食品中添加，往往非法宣称功能，与保健

传保健功能的产品，应纳入保健食品管理。其他

食品混淆，误导消费者。二是保健食品原料名单

使用食品原料，具有食品的基本属性、无限量规

仅包含原料名称，未明确原料使用部位、拉丁名

定、不宣称功能的，按照普通食品管理。建议在

及原料标准等限定信息，导致原料基源混乱。三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稿中增加对普通食

是缺乏对原料提取物、原料复配后的系统评价及

品的限制性条款，明确禁止普通食品声称功效及

有效监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应当在吸

采用特殊剂型，禁止普通食品使用仅可用于保健

取此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创新保健

食品的功效原料。杜绝鱼肝油、葡萄籽提取物等

食品原料管理制度。一是按照新修订的《食品安

产品以普通食品身份，规避保健食品注册与监管

全法》要求，建立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管理制度，

的情形。二是对于违法违规行为，明确罚则，统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纳入标准与程序，保证目录内

一执法尺度，有效弥补监管空白和漏洞。建议对

原料安全有效及动态管理。二是完善充实原料目

于普通食品宣传功效的，一律按照未经许可生产

录内容，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明确原料名称、

保健食品或药品查处；对于普通食品使用保健食

基源、使用部位、用量及功效等。三是加强部门

品原料、扩大原料使用范围的，一律按照非法添

间协调，合理划分各种原料管理边界，研究建立

加予以查处。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药食同源物品目录、新食品

3.3

原料纳入标准及管理边界，避免混淆及监管盲区。

管，杜绝国外膳食补充剂以普通食品身份进口。

3.2

严格普通食品监管：目前，市场上存在一类

二是加强宣传，特别是我国对进口保健食品管理

“特殊”食品，他们采用片剂、胶囊、口服液等

的新政策、新举措和新趋势，规范引导国外保健

特殊形态且有规定的食用量，往往使用仅可用于

食品生产厂商依法注册或备案，依规经营销售，

保健食品的功效原料，明示或暗示保健功能，部

促进国际贸易与良性竞争。根据新颁布的《保健

分产品甚至涉及疾病预防与治疗，误导消费者，

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 11 ，将对首次进口我

并带来食用安全隐患。此类产品，特别是进口产

国的国外保健食品实行注册与备案相结合的管理

品，没有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进口或上市前

制度。首次进口的属于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

未按要求经保健食品注册审查。此类产品在原料

养物质的保健食品实行备案管理，其营养物质应

使用及形态上与保健食品类似，但缺少系统性评

当是列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物质。首次进口的

价与审查，超量食用易造成安全隐患，部分产品

除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外的保健食品

食用剂量较低不具备其声称的功能，误导消费者。

实行注册管理。未来，多数膳食补充剂产品将通

还有一些使用地方食品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号

过标准、规范、高效的备案途经进入国内市场；

等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扰乱市场秩序。此类

少数产品由于所用营养物质或植物提取物原料不

产品定位不清，监管衔接不畅，造成监管空白和

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范围内而无法备案或注册。

盲区，被定义为“边界产品”。国际上，边界产品

三是落实国外生产厂商的主体责任。要解决这一

的管理也一直是监管部门面临的难题与挑战。在

难题，国外厂商应及时追踪了解我国相关法律法

我国，由于具有药食同源的养生传统，边界产品

规及管理政策，加强与我国主管部门交流沟通，

问题更为复杂，规范边界产品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依据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纳入标准、程序及要求，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在监管上明确食品、保健食

将有关原料纳入目录后再进行备案，不断增强自

规范引导进口膳食补充剂管理：一是加强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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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Journal,2015-10-22. http://newhope360.com/nutrition-

身产品的合规性。应注重原料的基础研究，特别
是关于原料标准、检测方法、安全性、功效及用

business-journal-1.
［5］

illegal ingredients[N/OL]. Wall Street Journal,2015-10-22.

量等，为纳入目录管理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及技
术支持。同时，注重自身的法律责任，对备案及
注册时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可溯源性

Sara Germano. Oregon sues GNC,Alleging supplements contained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news/wall-street- journal-online.

［6］

USA Act.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1994[Z].
1994.

［7］

负责。

FDA Regulation Draft.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Dietary
Supplements: New Dietary Ingredient Notifications and Related
Issues[Z].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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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宣传·
我国预防接种工作取得哪些成效？
预防接种工作是卫生事业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广泛的工作之一，也是各国预防控制传染病最主要的手段。通过
预防接种，全球已经成功消灭了天花；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阻断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野病毒传播；全球因白喉、
百日咳、破伤风和麻疹导致的发病、致残与死亡也显著下降。
我国 1978 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以来，通过普及儿童免疫，减少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
疾病发病和死亡。2000 年，我国通过无脊髓灰质炎的证实。2002 年，将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7 年，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将甲型肝炎疫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14 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 15 种疾
病。1988 年、1990 年、1996 年我国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分别达到以省、以县、以乡为单位
接种率达到 85%的目标。目前，以乡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了 90%的目标。
实施国家免疫规划，能创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麻疹、甲型肝炎、流行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
日咳、白喉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通过预防接种均降到历史较低水平。推广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后，小于 5 岁儿童乙肝病
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从 1992 年的 9.67%降至 2014 年的 0.32%，因接种疫苗减少乙肝病毒慢性感染者 3 000 多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