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工具於藥品品質比對之應用
張凱琳1

前言
統計工具雖已廣泛應用於藥品臨床試驗及生體相等性試驗等療效相關之評估，不過，
在 藥 品 製 造 品 質 管 制 領 域 方 面 ， 雖 有 國 際 規 範 如 ICH Q6A 建 議 以 信 賴 界 限
(confidence limit) 訂定品質屬性之允收標準[1]，ICH Q1E 建議以 95%信賴界限推定架
儲期[2]，但並未詳盡探討或制訂統計工具之應用範圍。近年來，由於生物相似性藥品之
興起，歐盟 EMA 於 2017 年 3 月發布「Reflection paper on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for the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quality attributes in drug development」
草案，
其中探討比較各項品質屬性差異時會採用之統計工具，並說明各項工具之優劣點[3]。美
國 FDA 亦於 2017 年 9 月發布「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valuate analytical
similarity」草案，其中直接規定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對照藥品比較各項品質屬性之統計方
法及可接受之範圍[4]。該草案雖因收到各方意見認為其中規定可能影響生物相似性藥品
研發之成本與效益，由美國 FDA 於 2018 年 6 月撤回[5]，但仍可一窺美國 FDA 對各種
統計工具之考量。
針對藥品製造方面之品質屬性比對，常用之統計工具有屬於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之最大值最小值範圍(Min-Max range)，以常態分布為基本假設之品質範圍
(quality range) ， 可 用 於 推 論 統 計 (inferential statistics) 之 區 間 估 計 (interval
estimation)，包含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容忍區間(tolerance intervals)以
及預測區間(prediction intervals)。以下針對上述各項工具，依歐盟 EMA 及美國 FDA
之考量，整理其計算方式、應用範圍及優缺點探討。

最大值與最小值範圍
當品質屬性具有 3 個以上的數值時，即可觀測出一組數據中最大值與最小值。表 1
為一組虛擬數據，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 MAX 與 MIN 函數功能，可快速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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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據中最大值與最小值。
表 1、最大值與最小值計算方法
Lot

Percent

最大值 (=Max [B2:B11]) =

104.52

01

100.23

最小值 (=Min [B2:B11]) =

98.57

02

104.52

03

98.57

04

99.61

05

101.24

06

100.95

07

100.55

08

99.33

09

102.41

10

100.22

最大值與最小值為大部分藥品製造廠最常使用之比對工具，除了顯示數值之外，亦
常以圖表方式呈現，無須複雜計算，僅須觀測數值分布範圍，並以所觀測範圍為準，比
對製程變更後品質屬性是否仍在變更前觀測範圍之內，或者比對學名藥或生物相似藥品
是否落在對照藥品檢測範圍之內。雖然使用上簡便，深受藥品製造廠青睞，但不論是歐
盟 EMA 或是美國 FDA，均不認為使用最大值與最小值範圍比對相似性具有足夠可信度。
歐盟 EMA 認為，當用於比對之批次數目較少時，此法反而有較高的機會達成具有相似
性之推論，可能造成偽陽性機率增加(兩者實際上不相似，卻做出兩者相似之推論)[3]。
美國 FDA 則直接在「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valuate analytical similarity」說明，
並不建議使用最大值與最小值範圍作為 tier 2 之比較方法[4]。由美國 FDA 統計審查員所
發表的學術論文「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setting product specifications」[6]則
更進一步指出，此法在少量樣本數目下變異性極大，當樣本數目增加時，又無法收束在
固定範圍內，無論樣本數目多寡，涵蓋範圍均與樣本數目不相關。換言之，樣本數少時，
此法無法清楚界定使用者的風險(實際上不相似卻判定為相似，假設檢定之 type I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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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製造廠的風險(實際上相似卻判定為不相似，假設檢定之 type II error)；樣本數多時，
使用者的風險又可能因所界定的範圍接近樣本群體 100%範圍而增加[6]。結論與歐盟
EMA 看法相同。

品質範圍
品質範圍乃美國 FDA 於「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valuate analytical similarity」
所使用辭彙[4]，於歐盟 EMA「Reflection paper on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for the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quality attributes in drug development 」則稱為

x-sigma 方法，直接指出計算中最重要的標準差參數[3]。Eq. (1)為品質範圍之計算式，
表 2 引述表 1 的虛擬數據，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 AVERAGE 與 STDEV 函數功
能，計算三倍(表 2 中 x 之數值)標準差之品質範圍。
品質範圍 = 樣本平均值 ± x × 樣本標準差

Eq. (1)

表 2、品質範圍計算方法
Lot

Percent

最大值 (=Max [B2:B11]) =

104.52

01

100.23

最小值 (=Min [B2:B11]) =

98.57

02

104.52

平均值 (=AVERAGE [B2:B11]) =

03

98.57

標準差 (=STDEV [B2:B11]) =

04

99.61

x=

05

101.24

品質範圍下限 (=Eq. [1]) =

95.67315

06

100.95

品質範圍上限 (=Eq. [1]) =

105.8529

07

100.55

08

99.33

09

102.41

10

100.22

100.763
1.6966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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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或 6，但並未特別建議各數字適用之狀況[3]。美國 FDA 之「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valuate analytical similarity」則說明 x (在撤回的指引草案裡代號為 X)應與主管機關
討論合適性[4]。若假設品質屬性母群體為常態分布，± 3 sigma (母群體之標準差)的範
圍即可涵蓋母群體 99.9%，因此多數藥品製造廠常選擇 x = 3 作為範圍評估參數。同時，
在 ICH Q6A「Decision tree #1: Establishing acceptance criterion for a specified
impurity in a new drug substance」所提到信賴界限亦為「three time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batch analysis data」[1]，即品質範圍的計算方式，由於 ICH 相關指引之
規定，亦擴大了品質範圍的應用。但歐盟 EMA 認為，母群體為常態分布之假設已有不
確定性，並非所有品質屬性檢測數值均可確認母群體分布為常態分布。其次，所選擇涵
蓋範圍大小並無可靠的科學論述[3]。舉例而言，x = 6 論述基礎主要為製程效能研究
(process capability study)，該研究允許製程平均值在長期製造過程中，偏離最初製造
時平均值至 1.5 倍 sigma。為了涵蓋偏離後的平均值以及分布，最初合格範圍會設定至
6 倍 sigma[7]。6 倍 sigma 方法(six sigma methodology)藉由擴大合格範圍，以減少
缺陷品之比率，但卻未考量使用者之風險。允許平均值偏離 1.5 倍 sigma 之依據，主要
為汽車工業製程常見之設定值，尚無嚴謹科學證據支持其可適用於製藥工業。
美國 FDA 統計審查員所發表的學術論文「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setting
product specifications」將品質範圍以「參考區間(reference intervals)」表示[6] (為歐
盟 EMA 2011 年發布之「Report on the expert workshop on setting specifications
for biotech products」所使用辭彙[8])，在論文中亦如歐盟 EMA 觀點，提出對品質範
圍的疑問。美國 FDA 統計審查員從 Monte Carlo simulation 執行結果發現，少量抽樣
樣本所得到品質範圍，會廣於實際母群體的範圍[6]。實際運用品質範圍計算時，在品質
屬性評估中通常僅有少量批次可執行檢測之情況，使用品質範圍建立對照藥品或變更前
藥品之母群體預測值，可能與實際母群體範圍有落差。

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為常用於區間估計之統計工具。Eq. (2)為抽樣樣本數目較少時(通常為樣本
數，或批次數少於 30 之情況)信賴區間計算式[9]。再引述表 1 之虛擬數據，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的 TINV 函數，計算 95%雙尾信賴區間之上下限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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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區間 = 樣本平均值 ± t(α/2) × 樣本標準差/√樣本數

Eq. (2)

表 3、信賴區間計算方法
Lot

Percent

最大值 (=Max [B2:B11]) =

104.52

01

100.23

最小值 (=Min [B2:B11]) =

98.57

02

104.52

平均值 (=AVERAGE [B2:B11]) =

03

98.57

標準差 (=STDEV [B2:B11]) =

04

99.61

x=

05

101.24

品質範圍下限 =

95.67315

06

100.95

品質範圍上限 =

105.8529

07

100.55

α=

08

99.33

t(α/2) (=TINV [E8, 10-1]) =

2.262157

09

102.41

信賴區間下限 =

99.54931

10

100.22

信賴區間上限 =

101.9767

100.763
1.696618
3

0.05

樣本群體的信賴區間乃用於估計母群體平均值，以 95%信賴區間為例，所代表意義
為執行 100 次抽樣中，有 95 次抽樣群體所計算得到的信賴區間，可以涵蓋母群體的平
均值[9]。信賴區間在藥品開發上應用廣泛，以生體相等性評估為例，為確認對照藥品與
試驗藥品是否具有生體相等性，即以兩抽樣樣本群體平均值之差為評估參數，確認其
90%信賴區間是否落在法規規定為相等之範圍內。但在品質領域中，信賴區間的應用並
不普及。由表 3 可知，與品質範圍與最大值最小值範圍相較，信賴區間範圍最狹窄，雖
然對使用者有利(不易使用到缺陷品)，但卻可能造成產品合格率過低，整體產率不足之
狀況。即使排除在信賴區間範圍之外，仍落在品質範圍或最大值最小值範圍內之產品，
是否就會影響產品之安全性與療效，亦有爭議。歐盟 EMA 認為信賴區間主要應用在臨
床試驗之相等性評估或非劣性(non-inferiority)評估之中[3]，美國 FDA 在「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valuate analytical similarity」亦應用了信賴區間評估屬於 tier 1 品質
屬性之相等性[4]。兩大法規單位均認為信賴區間主要應用於相等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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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區間
近年來生物藥品的品質屬性允收範圍評估，除了品質範圍之外，亦常見容忍區間之
應用。Eq. (3)為抽樣樣本數目較少時容忍區間之計算式[6]。其中，參數 k 之計算涉及非
中心 t 分布(non-central t distribution)，Microsoft Excel 2010 無直接對應之函數，改
採用自由軟體 R 3.4.1 版本之 qt 函數計算 k 值。表 4 列出涵蓋範圍 p = 99.5%，信心水
準 g = 95%之下，以 R 軟體計算 k 值之方式，表 5 則應用表 1 之虛擬數據計算容忍區
間。
容忍區間 = 樣本平均值 ± k × 樣本標準差

Eq. (3)

表 4、k 值計算方式
> n = 10

#設定樣本數 n 為 10 批

> p = 0.995

#設定涵蓋範圍 p 為 99.5%

> g = 0.95

#設定信心水準 g 為 95%

> f = n-1

#設定自由度 f 為 n-1

> delta = qnorm(p)*sqrt(n)

#設定非中心參數 delta 為涵蓋範圍 p 之下，z 分
布(常態分布)之反函數值乘以樣本數開根號：δ =
zp × √n

> k = qt(g,f,delta)/sqrt(n)

#設定 k 值為非中心 t 分布反函數除以樣本數開根
號：k = t(g,f,δ)/√n

>k

#列出 k 計算後結果

[1] 4.378378

#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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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容忍區間計算結果
Lot

Percent

最大值 (=Max [B2:B11]) =

104.52

01

100.23

最小值 (=Min [B2:B11]) =

98.57

02

104.52

平均值 (=AVERAGE [B2:B11]) =

03

98.57

標準差 (=STDEV [B2:B11]) =

04

99.61

x=

05

101.24

品質範圍下限 =

95.67315

06

100.95

品質範圍上限 =

105.8529

07

100.55

α=

08

99.33

t(α/2) (=TINV [E8, 10-1]) =

2.262157

09

102.41

信賴區間下限 =

99.54931

10

100.22

信賴區間上限 =

101.9767

k (以 R 計算) =

4.378378

容忍區間 (TI 99%/95%) 下限 =

93.33457

容忍區間 (TI 99%/95%) 上限 =

108.1914

100.763
1.696618
3

0.05

容忍區間的表示方法，舉例如 TI 99%/95%，具有兩個數字，前者為涵蓋範圍，後
者為信心水準，與信賴區間僅有信心水準不同。依容忍區間之定義，若表示為 TI
99%/95%，代表抽樣 100 次所得容忍區間，有 95 次可以涵蓋母群體 99%之範圍[9]。
與信賴區間推估母群體單點平均值相較，容忍區間推估的是母群體的範圍，因此容忍區
間會比信賴區間寬廣。對變異性較大的生物藥品來說，容忍區間不易產生超出區間範圍
外的狀況，可以減少不良品的比率。但一旦擴大了合格範圍，同時就會增加使用者的風
險(產品實際上不合格，但仍被放行使用)。歐盟 EMA 對容忍區間之見解與品質範圍類
似，認為大多數容忍區間的評估均未確認母群體是否為常態分布。另外，涵蓋範圍與信
心水準的訂定方式也欠缺科學依據[3]。舉例而言，個別調整表 5 所訂定之容忍區間涵蓋
範圍 p 以及信心水準 g，將計算結果列於表 6，可看出隨著涵蓋範圍或信心水準增大，
容忍區間亦隨之增大。依表 6 所示之現象，歐盟 EMA 認為，雖然製造廠可將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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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心水準訂定得很高，如 TI 99%/99%，但卻會使人誤會依 TI 99%/99%所證明的相
似性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其實只是因為擴大了整體區間範圍，使得所有數值都落在推測
範圍內而已，仍無法準確預測母群體所在範圍[3]。美國 FDA 統計審查員以 Monte Carlo
simulation 評估結果顯示，容忍區間涵蓋範圍會較母群體真實範圍寬廣，不適於抽樣數
較少之評估，否則可能會提高使用者之風險[6]。即使增加樣本數量可使容忍區間範圍趨
近母群體真實範圍，在美國 FDA 已撤銷之指引草案中，tier 2 之評估仍不建議使用容忍
區間評估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對照藥品之相似性[4]。
表 6、容忍區間依涵蓋範圍或信心水準變化之趨勢
涵蓋範圍 (p) 固定為 99%
信心水準
g

95%

97.5%

99%

k

4.378378

4.878817

5.571023

[93.33457,

[92.48551,

[91.3111,

108.1914]

109.0405]

110.2149]

TI 99%/g

信心水準 (g) 固定為 95%
涵蓋範圍
p

95%

97.5%

99%

k

3.402453

3.846398

4.378378

[94.99034,

[94.23713,

[93.33457,

106.5357]

107.2889]

108.1914]

TI p/95%

預測區間
生物藥品亦有使用預測區間界定允收範圍之案例。Eq. (4)介紹單一參數下預測區間
的計算式[10] (雖亦有利用線性回歸模式計算預測區間之計算式，但本文暫不討論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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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 7 則利用 Eq. (4)以及表 1 之虛擬數據計算 95%信心水準之預測區間。

預測區間 = 樣本平均值 ± t(α/2) × 樣本標準差 × √[1 + (1/樣本數)]

Eq. (4)

表 7、單一參數預測區間計算方法
Lot

Percent

最大值 (=Max [B2:B11]) =

104.52

01

100.23

最小值 (=Min [B2:B11]) =

98.57

02

104.52

平均值 (=AVERAGE [B2:B11]) =

03

98.57

標準差 (=STDEV [B2:B11]) =

04

99.61

x=

05

101.24

品質範圍下限 =

95.67315

06

100.95

品質範圍上限 =

105.8529

07

100.55

α=

08

99.33

t(α/2) (=TINV [E8, 10-1]) =

2.262157

09

102.41

信賴區間下限 =

99.54931

10

100.22

信賴區間上限 =

101.9767

k (以 R 計算) =

4.378378

容忍區間 (TI 99%/95%) 下限 =

93.33457

容忍區間 (TI 99%/95%) 上限 =

108.1914

預測區間下限 =

96.73765

預測區間上限 =

104.7883

100.763
1.696618
3

0.05

預測區間的概念為預測一母群體之中，未來抽樣或觀測到的一個數值可能出現的範
圍[3]。計算式 Eq (4)與計算式 Eq. (2)雖類似，但計算式 Eq. (2)的信賴區間，所推測的
數值為母群體之平均值；計算式 Eq. (4)的預測區間，所預測的數值為未來的單一觀測
值，兩者所代表意義不同。美國 FDA 並未對預測區間有任何建議，歐盟 EMA 有簡略介
紹預測區間的意義，但並未說明預測區間應用於品質領域之優缺點[3]。預測區間的概念，
主要是認為製造廠可在一個穩定的製程下，以過去歷史數據預測未來觀測值。不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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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區間估計統計工具可能有的問題，即過去歷史數據的母群體是否為常態分布，一樣會
出現在預測區間的估計之中，而且 Eq (4)已簡化預測區間之計算，通常預測區間需龐大
數據建立模式後(通常具有兩個以上的參數，例如：安定性試驗的時間與含量測定數值[9])，
再預測未來單一觀測值。若無龐大數據與模式支持，以 Eq (4)所計算出的預測區間可信
賴度並不高。相較於信賴區間，預測區間的計算中考量了所有實測值個別之誤差，因此
一如表 7 所示，預測區間範圍較信賴區間寬廣。即使預測區間的寬廣對製造廠有利，但
考量預測區間的概念，
「預測未來」並不同等於「比對不同群體」
。當學名藥或生物相似
性藥品欲與對照藥品比較，甚至是進入藥品製程確效的新藥批次欲與第三期臨床試驗所
使用的新藥批次比較，用於比對兩種可能不同的母群體時，並不適用於同一母群體下預
測區間的概念。
選擇統計工具之考量
在品質領域選擇統計工具時，最應優先考量的參數為樣本數目以及代表性。與臨床
試驗等動輒上百或上千樣本數之狀況不同。樣本數以批次數目為單位時，即使是中央極
限定理中觀察到最低可趨近標準常態分布之 30 個樣本數，在品質領域中也是非常龐大
的研發成本，對中小型製藥企業而言，每項產品均投入 30 批進行研究實有難度。在樣
本數目少，甚至可能僅有 1 批的極端狀況下，如何選擇統計工具進行分析，主要仍須倚
賴紮實的物化性質研究、配方研究、製程研究與過去經驗，以說明投入統計分析中樣本
的代表性。歐盟 EMA 的概念文章草案，大部分的內容均在描述如何確認樣本(批次)的
代表性，統計工具的探討僅占一小部分。畢竟，若抽樣樣本不具代表性，無論使用何種
統計工具，都無法得到明確的統計推論[3]。美國 FDA 雖在已撤銷之指引草案中建議生物
相似性藥品之相似性比對須各採樣對照藥品及生物相似性藥品至少 10 批[4]，但各國法
規單位對批數之標準仍未有定論。在藥廠針對美國 FDA 指引草案所公開的意見之中，
亦可發現生物相似性藥品製造廠針對對照生物藥品批次抽樣代表性的疑慮，由於生物藥
品變異性較大，又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品質屬性之範圍，生物相似性藥品製造廠無法逐
一掌握對照生物藥品變更履歷，如何確認抽樣所得之對照生物藥品代表性，成為生物相
似性藥品製造廠的一大難題[11]。
比較前述各項統計工具得到的範圍，相同信心水準下，最狹窄的範圍為信賴區間，
最寬廣的範圍為容忍區間(表 7)。雖然有不少生物藥品採用容忍區間訂定品質屬性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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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但仍不應忽視提高使用者風險的可能性，尤其在沒有足夠臨床試驗數據支持的生
物相似性藥品或學名藥，歐盟 EMA 及美國 FDA 均不建議以對照藥品的容忍區間訂定學
名藥或生物相似性藥品的允收標準[3,4]。品質範圍雖仍有容忍區間的缺陷，但因計算簡
便，國際規範如 ICH Q6A 已有建議之 x 值(3 倍樣本標準差)[1]，並有多數案例被歐盟 EMA
或美國 FDA 所接受採認，成為近期製造廠最常使用之評估工具。
除了上述各項統計工具所得到的範圍管制藥品品質之外，運用兩個抽樣範圍確認兩
種藥品是否具有相似性/相等性，屬於品質比對最嚴謹之等級，但亦為最難以評斷合適
性之範疇。推論統計之假設檢定雖可得到兩組數據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之結論，但顯著差
異的有無並不等同於相似性/相等性，相似性/相等性的結論必須倚賴國際法規單位達成
的共識，訂定明確的相似性/相等性標準。舉例而言，國際公認之溶離曲線相似性標準
訂定為 f2 ≥ 50，該標準並非統計假設檢定所判斷的結果，而為溶離試驗與體內生體相等
性試驗建立相關性(correlation)後，發現 f2 ≥ 50 之範圍與 Cmax, test/Cmax, reference (試驗藥
品與對照藥品最大血中濃度之比例) 80%至 125%之範圍重疊，因此認定 f2 ≥ 50 具有相
似性[12]。除了溶離曲線比對相似性之外，目前並無其他品質屬性具有國際上公認之相似
性/ 相等性標準。美國 FDA 偶爾會在個別產品生體相等性指引 (product-specific
guidances for generic drug development) 中制訂品質屬性的相似性/相等性標準，
如 budesonide suspension/inhalation，美國 FDA 即針對品質屬性，如每噴所含藥品
量 ， 訂 定 了 一 整 套 population bioequivalence 計 算 流 程 以 及 相 等 性 標 準 (θp=
2.0891)[13]；在已撤銷的指引草案中，亦訂定了 1.5σR (1.5 倍對照藥品品質屬性數據所
得標準差) 之相似性/相等性標準[4]，但前述兩項美國 FDA 所訂定之相似性/相等性標準
並未廣泛被國際接納，1.5σR 之規定甚至已被撤銷[5]。其餘國際醫藥法規組織均未明確
揭露相似性/相等性標準，有鑑於近期生物藥品專利逐漸到期，生物相似性藥品之興起，
應可促進國際法規單位針對生物相似性藥品之相似性/相等性標準進行討論，進而達成
國際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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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表 8 彙整本文所提到所有統計工具常見應用範圍及法規單位之建議。
表 8、統計工具常見應用範圍與法規單位建議彙整表
統計工具

最大值與最小值範圍

常見應用範圍

US FDA/EMA 意見

 製程變更前後品質屬性比較

 無法清楚界定使用者風險

 學名藥/生物相似性藥品與
對照藥品品質屬性比較
 訂定品質屬性允收範圍

與製造廠風險
 不建議用於兩群體比較
 母群體不見得是常態分布

 學名藥/生物相似性藥品與  涵蓋範圍大小並無一致評
品質範圍

對照藥品品質屬性比較

估標準
 樣本數/批次數過少可能無
法準確預測母群體範圍

 學名藥/生物相似性藥品與  母群體不見得是常態分布
對照藥品品質屬性比較
信賴區間

 常用於相等性/相似性評估

 臨床試驗相等性或非劣性評
估
 生體相等性試驗相等性評估

容忍區間

 訂定品質屬性允收範圍

 母群體不見得是常態分布

 製程變更前後品質屬性比較

 樣本數/批次數過少可能無

 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對照藥品

法準確預測母群體範圍

品質屬性比較

 信心水準與涵蓋範圍之訂
定缺少科學依據

 訂定品質屬性允收範圍
預測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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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具體建議

 製程變更前後品質屬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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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統計工具需大量抽樣樣本之前提，在品質領域運用相關統計工具比對各項品
質屬性時，須注意樣本(批次)代表性及品質屬性特性等化學製造管制相關議題。研發生
物相似性藥品及學名藥之製造廠，更須注意在對照藥品公開資訊不足的狀況下，設計合
適之檢測時機與項目，並嚴謹分析各項公開資訊，整合所有資料，再與法規單位充分溝
通，共同討論品質比對計畫與統計工具之合適性。在完善的化學製造管制基礎下，方得
以合適之統計工具得到合理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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