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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Q11 對台灣原料藥廠的影響與案例分享 

謝義簧* 

前言 

 2011年五月份，國際法規協和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ICH) 專家工作小組 (Expert Working Group) 提出一份原料藥第二階段(Step 2)之

草案：Q11－原料藥的生產與開發「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Drug 

Substances (Chemical Entities and Biotechnological/Biological Entities) 」(以下簡稱

草案)(1)。草案內容目前由ICH成員(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the USA)共同評

估，預計在明年會對這份草案提出最終版本。這份草案主要是針對原料藥製造商

依據CTD格式提出申請文件時，有關3.2.S.2.2到3.2.S.2.6所應包含的資料內容，同

時也對 Q8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Q9 Quality Risk Management、Q10 

Pharmaceutical Quality System針對原料藥的部分，作進一步的說明。 

Q11 原料藥的生產與開發之簡介 

原料藥廠可以根據下列兩種方式之一發展原料藥：傳統方法(Traditional)或進

階方法(Enhanced)。所謂的傳統方法，是指針對每一項化學反應參數、操作指標

等，皆詳細定義一個操作範圍，並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嚴格遵守在這個限定範圍

內，以確保原料藥的製造過程與測試步驟能有效並且可重複的得到符合規範品質

的原料藥。進階方式則是利用風險管理(Q9)的概念，針對每一階段的製程，選擇

一系列與生產相關的關鍵品質因素(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CQAs)，對這些關鍵

參數，進行一系列的科學評估，研究彼此的相關性，並將這些關鍵參數與原料藥

的品質建立出關聯性，使得原料藥生產時，得到一系列的生產管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從而有較大的設計空間(Design spaces)、但同時又可以確保原料藥在

它的生命週期內(life cycle)的品質的方法。 

 草案同時說明上述這兩種方法並不互相排斥，廠商可自行選擇其中一種或兩

種皆採用的方式來對原料藥進行生產品質的管控。由於草案內容對原料藥生產提

出了觀念性的重大改變，ICH 原文裡雖然已盡量用文字說明每一個環節所應注意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基礎醫學組化學製造管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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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但畢竟是一份通用性草案，很多細節仍有待廠商針對自家產品進行研究

與開發。為協助國內廠商盡快了解這份草案內容，本文會以一個簡單案例作說

明，配合 ICH 草案內容上的要求，使國內原料藥廠能盡快了解 Q11 草案的要求，

以利對後續原料藥的發展提出相關的因應方法。本文並會以段落的方式對草案進

行說明；段落的分類配合草案內容格式的要求而區分。在內容上，會將實際案例

與草案所提及的注意事項交互說明，同時對提供藥品主文件(Drug Master File)時

廠商所應提供的內容，提出個人的建議。 

一、 原料藥的製程發展(Manufacturing process development) 

1. 發展工具 

 在評估原料藥開發時，風險管理(Quality Risk Management，QRM) (2-4)是一項

很有用的工具。風險管理可以包括很廣泛的範圍，例如所使用物料上的風險(更

換供應商、儲存條件等)、設備儀器的風險(校正、校驗、清潔、交叉污染、電腦

系統等)以及生產上的風險(關鍵品質因素、教育訓練、檢測等)，其目的在於降低

任何生產上或原料藥本身所可能產生的缺失(Defects)。 

 《範例》 

某公司在一項長期生產的原料藥，發現偶爾在原料藥成品階段，會出現

硫酸灰分(Sulfated Ash)超出標準(OOS)的情況，公司希望對此提出改善方法。 

風險分析： 

硫酸灰份的檢測，主要是針對殘留在原料藥的鹽類(例如納鹽、鎂鹽等)，因

此該項指標的超標，應來自於製程管控，且因發生頻率不高，因此，與檢測、

生產設備相關的操作風險可忽略不計。 

由於該項原料藥最終精製步驟前的中間體階段含有大量的水分，鹽類有可能

殘留在水分中而被包覆在中間體內，且再結晶階段所使用的溶劑與水分互

溶，對鹽類也有一定的溶解度，因此再結晶階段，雖有過濾的操作過程，卻

無法有效移除鹽類的殘留，導致原料藥硫酸灰分超出標準。 

該項檢測指標尚未列入中間體檢測規格內，而中間體階段產生過高鹽分含量

的可能性風險很大，建議對此提出追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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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策略 

 廠商在開發原料藥時，應對生產相關的每個環節進行風險評估，評估可採用

量化方式表達(例如百分比等)，也可採用定性表達(例如高、低風險等)，針對每

一個製程，廠商可對所有的品質因素(Quality Attributes)進行評估，辨認出關鍵品

質因素，若有兩種以上的製程，可據此選擇較低風險的製程，同時根據這些關鍵

指標，找出相關的生產管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以確保藥品的品質。 

3. 關鍵品質因素(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CQAs)  

關鍵品質因素是指物理、生物或微生物上的特性，且必須設定在適當範圍以

內，以確保藥品的品質。 

一般而言，原料藥的 CQAs 通常是一些與鑑別、純度、生物活性或安定性相

關的指標。若原料藥的物理性特徵(例如顆粒大小)對藥品品質有重大影響，則該

項物理特徵也應被列入 CQAs。雜質是另一項重要的 CQAs，這是因為雜質對藥品

的安全性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化學合成藥，雜質可分為有機雜質(包含可能的

基因毒性物質)、無機雜質(重金屬等)與殘留溶劑。 

在製程發展過程，物料的特性 (material attributes)與製程參數 (process 

parameters)應受到控制。採用風險管理的辦法，可協助廠商確認那些因素是

CQAs，而被列為 CQAs 的項目，應提出相關的生產管制策略。 

在申報資料時，廠商並不需要將詳細風險評估的過程進行申報，但可就開發

的歷程做說明，同時將利用風險評估的結果，把與生產相關的品質指標(Quality 

Attributes)逐一列表說明對原料藥品質的風險性高或低，並將高風險的項目，列

為 CQAs，並說明選擇現有製程的原因，以及相關的生產管制策略。 

針對不同性質的 CQAs，廠商可將各種 CQAs 的資料呈現在不同的章節中；

例如原料藥晶型的資料，可呈現於 3.2.S.3.1 Elucidation of structur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與 3.2.S.7 Stability 裡，製程中的 CQAs 呈現在 3.2.S.2.4 Controls of 

critical steps and intermediates 中。 

《範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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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藥最終精製步驟與硫酸灰分相關的可能關鍵品質因素列舉如下： 

i. 中間體的鹽分含量 

ii. 中間體的含水量 

iii. 中間體的取樣方式與取樣點 

iv. 再結晶所使用溶劑的含水量 

經 QC 實驗室追蹤結果，確認原料藥硫酸灰分超出標準與中間體鹽分含量

(CQAs)有直接相關，因此建議品質管理部門將硫酸灰分列入中間體檢測規格

內，同時請研發、生產部門提出對中間體硫酸灰分超出標準的批次，進行最

佳處理程序。 

中間體的含水量、取樣方式、溶劑的含水量與鹽分含量雖有相關，但在正常

批次與超標批次之間變化不大，因此可不列入考慮。 

4. 設計空間(Design Space)  

在確保原料藥的品質下，所有 CQAs 之間相互關聯，使得在實際操作層面上，

可以更動或改變的空間。在設計空間內操作上的變動，不需要被視為變更

(Change)。但若超出預設範圍，則被視為變更，一般需要經法規單位同意。設計

空間由廠商提出，經法規單位審核通過。 

對化學合成藥物，關注點在於藥物的形成過程，以及相關雜質的產生過程，

每一個操作步驟都應該單獨考慮，並與原料藥的品質建立關聯性。 

申報資料時，這部分的資訊可列入 3.2.S.2.2 Descrip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process controls 之中，但若有需要補充的訊息則可列入 3.2.S.2.4 

Controls of critical steps and intermediates，總結的部分可列入 3.2.S.2.6 

(Manufacturing process development 裡。 

5. 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y) 

 一系列經由對現有產品與製程的了解所產出的控制方法，以確保原料藥生產

效能與藥品的品質，這些控制方法可以包含相關參數、特性、所使用的儀器設備

的操作條件、製程中的管控、原料藥的規格以及相關的檢測方法與檢測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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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時，這部分的資訊可列入 3.2.S.4.5 Justification of the drug substance 

specification，但個別的詳細資料可選擇在相關的章節中列入。 

 《範例(續)》 

生產部門根據品質管制部門的報告，提出對中間體硫酸灰分超出標準的處理

方式，這項新的處理程序，主要利用水洗的方法去除殘留的鹽分，可能的關

鍵品質因素列舉如下： 

i. 處理前中間體鹽分含量 

ii. 水洗過程的用水量、水洗方式與時間 

iii. 水洗過程的水溫 

iv. 處理後中間體的鹽分含量 

v. 取樣方式與取樣點 

生產部門偕同 QC 實驗室設計一系列的實驗(包含中間體鹽分含量、用水量、

溫度與時間上的變化)，追蹤中間體硫酸灰分超出標準批次的處理過程以及

紀錄相關的控制參數，最後得出以下生產管制策略與設計空間(模擬數據，

非實際結果)： 

i. 中間體鹽分含量超標批次皆可用本方法處理，超標程度與處理結果無

關。 

ii. 若水溫控制在 50oC 時，則僅需水洗五分鐘即可達到效果。 

iii. 水溫越低，水洗時間必須增長(例如 40oC，10 分鐘；30oC，20 分鐘；20oC，

40 分鐘；10oC，60 分鐘)。 

iv. 用水量根據水洗時間設定，以定量噴灑的方式洗滌中間體。 

v. 中間體取樣點與檢驗結果相關，但對處理後中間體品質不會有影響，取

樣方式按標準操作程序。 

二、 製程描述與製程控制(Description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process controls) 

製程描述應採用流程圖的方式，適當的呈現化學藥的製程與控制，同時在流

程圖上說明每一個步驟的製程中的控制方法(In-process control)，若批量會有浮

動，也應加註說明批量的範圍。若有任何的設計空間，也應在製程描述裡說明。

通常會對原料藥雜質產生影響的生產步驟，都應列入製程描述這個章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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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料控制(Control of materials) 

對化學原料藥，多步驟的合成反應下，離原料藥愈遠的起始物料或中間體，

對原料藥品質的影響性越低。原料藥的物理性質一般決定於最終再結晶步驟或是

後續的處理程序(例如微粉、運輸等)，在前期步驟所產生的雜質，一般都能在後

續步驟中移除，越接近原料藥階段所產生的雜質，越難以被排除。 

法規單位會評估廠商所提供的資料中，對物料的控制是否適當(包含對雜質

的控制)，因此，文件內呈現足夠的合成步驟，有利於法規單位了解雜質的產生

與移除的方法，同時也讓法規單位可以更加的了解所選用的生產管制策略是否恰

當。 

未被分離出來的中間體，一般不會被考慮為起始物。起始物通常是指在原料

藥中的部份結構所構成的化學物，這項定義，目的是與其他所用到的溶劑

(Solvents)、催化劑(Catalysts)、試劑和其他物料(Reagents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作區隔，用作產生鹽類或酯類(Ester)的物質，一般被視為試劑(Reagents)。 

四、 控管狀態(State of Control) 

採用一系列的控制方法，使製程能持續性的產出符合預期品質的原料藥的狀

態。質量體系(Quality System)的重點與管理的責任，在於鼓勵廠商利用風險管理

的方式，配合完整的科學性研究，使得原料藥在每一階段的生命週期裡，都能做

到持續性的改善，提升產品的品質。 

 《範例(續)》 

品質管制部門(QA)在接受到生產部門的報告後，確認結果，並要求進行製程

確效，以確認採用上述方法可以有效移除中間體的鹽分。 

QA 部門持續追蹤原料藥成品批次，成品因硫酸灰份超標的情況已徹底排除。 

QA 同時將中間體硫酸灰份檢測結果列入原料藥品質報告內(Product Quality 

Report)，持續性追蹤中間體的品質。 

品質管制部門同時提出要求，建議生產部門依照前述方法，對中間體的生產

方式提出改善，以求減少中間體的鹽分超出標準的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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