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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DA於 2017年 12月發表「基於臨床相關性訂定新藥(NDAs)、

學名藥(ANDAs)及生物製劑產品(BLAs)許可證申請之不純物允收

標準規格」政策程序指導手冊(MAPPs) 

 

發表單位： 美國 FDA 摘要整理： 蔡濰澤 

發表時間： 2017/12/21 內容歸類： 藥品品質 

類    別： CDERs' manual of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APPs)、Regulatory 

review and scientific 

policies 

關 鍵 字： Impurity、Clinically relevant 

acceptance criteria、New drug 

applications(NDAs)、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As)、 

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s (BLAs) 

    

資料來源： Establishing Impurity Acceptance Criteria As Part of Specifications for NDAs, 

ANDAs, and BLAs Based on Clinical Relevance 

  

重點內容： 1. 本手冊適用於 ICH Q3A(R2)與 ICH Q3B(R2)所規範經由化學合成之新

成分新藥(new molecular entities)，亦可適用於其他包括半合成與發酵

原料藥與成品、化學合成胜肽原料藥與成品之新藥與學名藥申請案。

若風險可以接受，試驗中原料藥與成品亦可適用。本手冊提供之原則，

亦可適用於具 DNA 反應性(亦即致突變性)之不純物訂定允收標準，依

據 ICH M7，其限量標準一般較為嚴謹。 

2. 本手冊不適用於下列類別： 

(1) 殘餘溶劑與元素不純物。 

(2) 病毒、細菌、黴漿菌等外來物質。 

(3) 細菌內毒素與微生物。 

(4) 容器封蓋系統之可浸出物(leachables)。 

(5) 多晶型。 

3. 關於不純物規格之訂定，所謂臨床相關不純物允收標準 (clinically 

relevant acceptance criteria)，乃藉由確認藥品使用時之安全性及有效

性，來定義不純物允收標準之範圍；而安全性及有效性之風險評估，

則依臨床經驗來考量，臨床經驗包括(但不限於)劑型、用法用量、給藥

途徑及持續時間、適應症以及病患族群；其允收標準之訂定，不應使

用單一方法，應視個案件不同的狀況(case-by-case basis)來訂定。 

https://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manualofpoliciesprocedures/ucm590073.pdf
https://www.fda.gov/downloads/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er/manualofpoliciesprocedures/ucm5900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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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確保原料藥與成品達到所預期之品質，可藉由下列資料支持其不純

物允收標準之訂定： 

(1) 臨床資料。 

(2) 非臨床資料「電腦模擬(in-silico)、體外試驗(in-vitro)及動物試驗」。 

(3) 申請藥品與對照藥品(listed drug or reference listed drug, RLD)之不

純物比較性分析。 

(4) 不純物分析方法之精密度(precision)。 

(5) 製程均一性與效能(manufacturing process capability)。 

5. 總不純物(total impurities)允收標準應排除 ICH M3(R2)定義之重要人體

代謝物(significant human metabolites)；一般而言，其允收標準不得超

過所有已知結構不純物(individual specified identified impurity)與特定

未知結構不純物(individual specified unidentified impurity)之總和。 

6. 重要人體代謝物與所有不純物之限量總和，不得超出架儲期內含量與

效價可符合規格之不純物閾值。 

7. 新藥與學名藥申請若有下列情況，須對不純物允收標準之訂定，提供

合理性說明： 

(1) 不純物允收標準超出 ICH Q3A(R2)與 ICH Q3B(R2)安全性驗證閾

值(qualification threshold)。 

(2) ICH Q3A(R2)與 ICH Q3B(R2)不適用之品項。 

(3) 生物製劑產品許可證申請(BLAs)。 

8. 下列特定生物技術及複雜產品所存在之不純物，因現行分析技術無法

進行結構鑑定，或缺乏評估影響臨床表現之資料，其與安定性、效價、

潛在臨床副作用之關聯性尚未釐清，故其允收標準之評估，更應考量

製程均一性與效能。 

(1) 臨床影響高度不確定性之不純物，例如：胜肽或蛋白質相關不純

物。 

(2) 其他不純物之替代品，具臨床相關性或使不確定性增加。例如，

游離蛋白、片段蛋白、游離毒素可作為毒性相關複合物

(toxin-conjugated drug product)出現或清除其他相關解離片段之替

代品。 

9. 新藥與學名藥申請，當已知不純物允收標準不超過 ICH Q3A(R2)與

ICH Q3B(R2)安全性驗證閾值時： 

(1) 藥品品質審查員應盡全力，藉由法規單位對於產品中相同不純物

之審查經驗，或比對科學文獻等方式，確認所申請品項之不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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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收標準依據 ICH 閾值所訂定，並符合所提交安全性之合理性說

明。 

(2) 下列情況為不純物允收標準之訂定依據，不適用 ICH Q3A(R2)與

ICH Q3B(R2)安全性驗證閾值： 

 安全性資料顯示，不純物具有 DNA 反應性(致突變性)或具致

突變性警示結構。 

 資料顯示不純物具特殊毒性。 

 藥典安全性相關所訂定之不純物限量 (compendial limits 

related to safety)低於 ICH 安全性驗證閾值。 

 具有任何免疫學上或其他臨床上疑慮(如藥動學/藥效學、活

性、目標族群)。 

(3) 上述資料若顯示所訂定之不純物允收標準具毒理學、免疫學、免

疫原性(immunogenicity)、臨床等方面疑慮，藥品品質審查員應儘

早向藥毒理或臨床藥理審查團隊提出諮詢。 

10. 新藥與學名藥申請，當已知不純物允收標準大於 ICH Q3A(R2)與 ICH 

Q3B(R2)安全性驗證閾值時： 

(1) 申請者應檢附已知不純物之臨床試驗、非臨床研究(電腦模擬、體

外試驗及動物試驗)、先前科學知識及公開資訊，重要人體代謝物

之上述相關資料亦須一併提供。 

(2) 已知不純物為重要人體代謝物，則此不純物是否具臨床上重要

性，應諮詢藥毒理及臨床藥理審查團隊意見。 

(3) 提出學名藥或 505(b)(2)新藥申請時，若依據申請藥品與對照藥品

在相同分析方法下，所得到不純物同步比較分析結果 (a 

side-by-side comparative impurity analysis)來訂定不純物允收標

準，雖為可行的方式，惟須提供多批次之比較分析結果。若申請

藥品規格增加新的不純物項目，或不純物允收標準訂定高於對照

藥品，皆須提供包含風險評估之合理性說明。 

(4) 若申請品項已收載於藥典專論(USP、BP、EP、JP)，然藥典專論

中之不純物允收標準大於 ICH 安全性驗證閾值，此限量可能被接

受，前提是該品項為 FDA 已核准之藥品。 

11. ICH Q3A(R2)與 ICH Q3B(R2)不適用之 BLAs、NDAs 及 ANDAs 申請

案： 

(1) 若原料藥與成品符合下列兩種情況之一，則可參考本手冊 2.1 及

2.2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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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載於藥典專論(USP、BP、EP、JP)。 

 胜肽、發酵半合成之學名藥與 505(b)(2)新藥、及尚未轉為

「2009 年生物藥品價格競爭與創新法案 (Biologics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 of 2009)」下之生物製劑。 

(2) 生物製劑等產品之不純物允收標準，須有風險評估的支持，主要

由產品品質審查員決定，並儘早諮詢臨床、藥毒理、免疫原性及

臨床藥理等其他部門的審查員。 

 風險評估應考量不純物對於活性、藥動學/藥效學、安全性及

免疫原性之影響，而風險評估應包括臨床、非臨床(例如體外

試驗及動物試驗資料)、已有的知識及公開的資訊等。 

 在某些情況下，風險評估亦須將不確定性(uncertainty)列入考

量；不確定性源自於不純物資料的強度是否足以瞭解其對臨

床的影響，以及分析的能力(capability)與性能(performance)是

否能鑑定識別出不純物。有關產品品質對安全療效影響的不

確定性如何處理，可參考 ICH Q 9 及 FDA 於期刊上的發表(J. 

Pharm Sci, 2012(35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