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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8 年 7 月發表「生物相似性藥品-重組人類顆粒

細胞群落刺激因子(recombinant 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G-CSF)」指引草案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周筱樺 

發表時間： 2018/7/26 內容歸類： 生物相似性藥品查驗登記 

類    別： 指引草案 關 鍵 字： recombinant granulocyte 

stimulating factor, rG-CSF, 

pegylated rG-CSF, 

biosimilarity, comparability 

    

資料來源： Guideline on similar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 containing 

recombinant 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G-CSF) 

(EMEA/CHMP/BMWP/31329/2005 Rev 1) 

  

重點內容： 1. 本指引草案為「Guideline on Similar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 

containing recombinant 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的修訂版；針對重組人類顆粒細胞群落刺激因子 (recombinant 

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rG-CSF)的生物相似性藥品

提出非臨床與臨床部分的審查重點建議。 

2. 本指引草案在非臨床部分著重於體外藥效學試驗，如有必要，再甫以

執行體內毒理試驗。臨床部分則以藥動/藥效學試驗為主，必要時再提

供臨床免疫原性試驗(clinical immunogenicity study)及風險管理計

畫(risk management plan)。 

雖然先前版本中，對於大多數狀況下要求進行臨床比較性試驗，但本

修訂版著重在，強力且可信的物理化學與功能性數據資料，以及可比

較的藥動/藥效學曲線。此外，非臨床部分修改為遵循風險為基礎的方

法(risk-based approach)，且本修訂版納入針對經聚乙二醇修飾之

rG-CSF (pegylated rG-CSF)的特殊考量觀點。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draft-guideline-similar-biological-medicinal-products-containing-recombinant-granulocyte-colony_en.pdf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draft-guideline-similar-biological-medicinal-products-containing-recombinant-granulocyte-colony_en.pdf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draft-guideline-similar-biological-medicinal-products-containing-recombinant-granulocyte-colony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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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閱讀本指引草案外，亦請同時參照生物相似性藥品之相關法規指

引。以下分別針對非臨床試驗及臨床試驗與風險管理計畫論述。 

4. 在開始進行臨床試驗之前，應先執行非臨床試驗。首先應先進行體外

試驗，之後依試驗結果決定是否需執行體內試驗。對於逐步方法

(stepwise approach)的指引請參見「Guideline on similar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 containing biotechnology-derived proteins 

as active substance: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issues」，且應在非臨

床試驗概要(non-clinical overview)中，說明採用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1) 體外試驗 

為比較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間生物活性的差異，應提供比

較性生物測定數據，包含受體結合試驗 (receptor-binding 

studies)與功能性測定(functional assays)，例如：細胞增殖分析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若可能，分析方法應標準化且經確效評

估。 

(2) 體內試驗 

因已預期於動物體中不能獲得額外的有用資訊，故一般而言，不

建議於動物執行體內試驗；僅於特定狀況下須考慮執行這些試驗

及毒理試驗(請參見 Guideline on similar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 containing biotechnology-derived proteins as 

active substance: non-clinical and clinical issues)；而藥動/藥

效等資訊會合併於臨床試驗獲得。 

5. 臨床試驗包含藥動學試驗、藥效學試驗、臨床療效與安全性四部分。 

(1) 藥動學試驗 

A. 建議於健康受試者，以皮下注射投與方式，進行生物相似性藥

品與參考藥品的藥動學特性比較；原則上，無需進行額外的靜

脈輸注藥動試驗。原則上，交叉或平行設計之藥動試驗皆可接

受。單劑量與多劑量給藥後，主要的藥動評估指標各為

AUC0-inf 及 AUC0-tau；另，雖內生性 G-CSF 血漿濃度很低，

但仍會導致數據被不正確排除，故即便血漿採樣的設計以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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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來決定，仍建議以 AUC0-t為優先選擇的藥動評估參數。 

B. Non-pegylated rG-CSF 的特殊考量： 

因受體介導的清除率(receptor-mediated clearance)在多劑量

後會增加，且藥效指標(尤指 CD34+細胞計數)在多劑量後較堅

實，故建議執行連續 5 天的多劑量試驗，以利正確評估可能的

藥動差異。給藥劑量建議為 5 mcg/kg/day；而交叉試驗的藥

品洗除時間應足夠(大於四週)以避免 carry-over 效應。 

最後一劑投藥後的 AUC0-t 與 Cmax 應作為主要藥動學參數；而

次要參數為第一劑投藥後的 AUC0-24、Cmax、Tmax 及最後一劑

投藥後的 AUC0-inf 及 T1/2。藥動參數的比較性範圍訂於

80-125%。 

C. Pegylated rG-CSF 的特殊考量： 

原則上，可接受交叉或平行設計之單劑量藥動試驗。因

pegylated rG-CSF 的個體內變異性較個體間變異性低，故可藉

由交叉設計來降低 pegylated rG-CSF 的高藥動變異性，但此

設計需較長的洗除時間(至少 6 週)以減少 carry-over 效應。若

採平行試驗設計則需納入較多的受試者以計算個體間變異。 

建議應採取適當措施，以降低可能的藥動試驗變異。考量女性

的月經週期可能會增加變異性，故可接受僅納入男性受試者的

設計；注射部位與注射技術也應標準化以減少變異性。其他可

能影響暴露量的因子，還有體重及抗-PEG 抗體；若有預先設

計，可進行次族群分析「如：受試者無事先存在(pre-existing)

或治療引起(treatment-emergent)的抗-PEG 抗體」，以證明藥

動相似性。另外，應注意是否有大量抗體的產生，因其可能造

成產品間的生物相似性程度受到質疑。 

單劑量 2~6 毫克已被認為是適合評估藥動與藥效差異的劑量；

考量此類藥品之劑量 - 暴露量關係以超比例 (greatly 

overproportional)增加且以線性方式校正蛋白質含量並不合

適，故應儘可能提供相似的蛋白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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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 AUC0-t 與 Cmax 作為主要藥動學參數，次要參數為 AUC0-inf

及 T1/2。因此類藥品具藥動高變異性且考量暴露量-反應關係較平

緩，故藥動參數的比較性範圍可介於 66-150%之間，但評估藥動

相似程度時仍需將點估計(point estimate)納入考量。 

(2) 藥效學試驗 

藥效學試驗應納入藥動學試驗中評估；pegylated rG-CSF 與

non-pegylated rG-CSF 的藥效指標並無不同。應以嗜中性白血

球絕對計數(ANC)的 AUEC0-t 與 Emax 作為主要藥效學參數，

CD34+細胞計數的 AUEC0-t與 Emax則作為次要參數。藥效參數應

在最後一劑施用後檢測。 

應計算所有藥效指標的 95%信賴區間；主要藥效指標的比較性範

圍應事先定義與介定，若範圍為 90-111%則可被接受且無需進一

步論述。 

(3) 臨床療效試驗 

若臨床療效的相似性可由物理化學、功能性數據資料與藥動/藥效

學比較的相似性證據獲得，則臨床比較性驗證試驗可不用執行。 

(4) 臨床安全性 

若生物相似性藥品與參考藥品具化學、功能性數據資料與藥動/

藥效學相似，則與其藥理作用相關的副作用(例如：leukocytosis、 

splenomegaly、bone pain)，發生頻率可預期應相似，故不需執

行安全性試驗。 

免疫原性應在臨床藥理學研究內一併評估。交叉試驗設計可能影

響對試驗結果的評估；若基於現有資料，產生對生物相似性候選

藥品的免疫原性產生懷疑，則可執行額外的多劑量及平行設計試

驗去評估免疫原性。一般原則(包含如何處理 pegylated-protein)

請 參 見 「 Guideline on Immunogenicity assessment of 

therapeutic Proteins (EMEA/CHMP/BMWP/14327/2006 Rev 

1)」 

6. 藥物安全監視計畫(Pharmacovigilan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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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申請廠商，應依歐盟法規提出風險管理計畫。生物相

似性藥品之風險管理計畫，應考量與參考藥品使用相關之已確定且潛

在的風險。此外，應針對這些安全性疑慮提出詳細討論。 

7. 適應症外推 

考量 G-CSF 只有一種作用機轉，若以皮下注射執行的藥動/藥效試驗

及物化/功能性評估，與必要時所執行的額外免疫原性試驗，已可證明

具生物相似性時，可同意外推至靜脈注射的使用途徑、參考藥品的其

他適應症及其病人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