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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連續製造之化學製造管制考量 

陳煜勳1 

前言 

為了使藥品的品質管控更具效率、藥品的生產更具彈性，並使需求量較小的藥品降

低生產成本，國際開始重視利用連續製造(continuous manufacturing, CM)技術於藥品

的製造。 

於 2018 年，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組成專家工作小

組 (Expert Working Group, EWG) ， 開 始 著 手 制 定 ICH Q13「 Continuous 

Manufacturing of Drug Substances and Drug Products」
[1]

，該指引將提供藥品原

料藥及成品之連續製造技術及品質管控的指導方針。美國 FDA 亦於 2019 年 2 月發表

“Quality Considerations for Continuous Manufacturing‐Guidance for Industry”

指引草案
[2]

。 

連續製造的特徵係將數個單元操作整合於一套製造系統，並結合即時監控系統，以

監控各項製程參數，同時利用快速檢驗方法檢測中間體或最終產品，並確保藥品品質符

合規格。相較於傳統的批次製造(batch manufacturing)，連續製造可利用高度自動化

的製程管制，以提高原料藥及成品的製造效率及品質。  

鑒於近年來已有多項使用連續製造技術的藥品上市，本文將討論連續製造技術之化

學製造管制審查考量。 

連續製造技術簡介 

連續製造技術係將批次製造的單元操作整合於同一設備或系統中，並以連續方式執

行。各單元操作間，除了特別設計的緩衝點外，物質傳輸幾乎不會停頓。 

連續製造技術最重要的特徵是高度自動化，可將研發階段所得之各項參數，設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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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設備中，並由電腦程式自動監控生產過程。同時利用生產線的製程分析技術

(process analytical technology, PAT)即時檢測產品的品質，進而提高檢測的頻率。即

時放行測試(real time release testing, RTRT)係將高頻率的檢測點設置於最終產品或能

代表產品品質之步驟，連續製程技術的重要設計是利用電腦程式監控製程，並依即時放

行測試的結果，判斷產品的放行與否，進而達到即時批次放行。這種設計理念不僅可降

低監控生產設備的人力需求，亦可大幅降低人為的操作誤差。 

連續製造的技術特徵 

藥品製造程序若涉及連續製造，廠商所提供的文件，應詳細描述製程採用之連續製

造模式及其技術特點，其中應包括製程的操作原理及設備設計等，並依據技術特點制定

關鍵製程參數及原物料規格，同時亦應說明適當的管制策略。藥品（原料藥、成品）製

程採用連續製造之模式，舉例如下： 

(一) 藥品製程為部分單元操作以批次模式進行，而其他單元操作整合為連續製造模

式進行之組合製造方式，可運用在原料藥或成品的製造。 

(二) 將藥品製程之各單元操作，整合成一套連續模式的製造方式，可運用在原料藥

或成品的製造。 

(三) 整合藥品之原料藥與成品之單元操作，並串聯成一整套的連續製造製程，連貫

原料藥及成品的製造，可運用在藥品成品的製造。 

常見的原料藥連續製造之設備為管狀反應器(tubing reactor)，錠劑的連續製造常

用之設備為螺桿擠出機(screw extruder)。在這兩種製程設備中，物質皆是連續流動的

狀態。以下將就連續製造的重要技術提出說明。 

一、程序動態 (Process dynamics) 

連續製造是由許多不同功能的設備組成，包含進料器(feeder)、反應器(reactor)、

傳輸(transfer)及收集器(collector)等。此外，依據製程的不同，可能包含緩衝區、純化、

萃取、分離及再結晶等。連續製造可視為由數個單元操作所組成的複雜動態平衡系統，

每一個單元操作皆會影響整個系統，而程序動態即是描述此動態平衡的狀態。 

程序動態最重要的因子是滯留時間分布(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 RTD)。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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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布是描述物質在製程中停留的時間，通常滯留時間分布可利用追蹤劑(tracer)之

追蹤實驗而得。用於替換流動成分的追蹤劑應與被替換成分具有相似的流動性，同時，

追蹤劑應對製程中的其他成分呈現惰性，並且不應改變製程物料與設備表面之間的相互

作用。 

因滯留時間分布受製程參數影響，所以描述滯留時間分布時，應述明其溫度、流速

及旋桿擠出機的轉速等製程參數。原物料的物理特性亦會影響滯留時間分布，例如流動

性(flowability)、黏度(viscosity)及粒徑大小分布(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等。 

於實際操作上，可利用改變主成分或其他成分的進料速度，或改變其他關鍵製程參

數，並搭配即時放行測試，觀察中間體或藥品之濃度隨時間的變化，以評估製程之變異

性對滯留時間分布的影響。 

當藥品製造過程發生變異，例如原物料進料速率或製程參數發生變異，則經由發生

變異之單元操作的滯留時間分布，可估計遭變異所影響之產品範圍，並將這些不符合規

格的產品移除。若是於最終產品發現變異，則可藉由程序動態評估變異發生的時間、原

因及其影響範圍等。 

此外，連續製造開始生產及接近停轉的階段，皆應使用程序動態進行評估，當近停

轉階段之原物料進料速度或其他製程參數未達到預定的範圍內時，應評估該製程之變異

性對產品品質的影響。 

二、批次之定義 (Batch definition) 

雖然連續製造的物質流動是連續性的，但仍應定義批次以利管理。在各批次生產開

始前，即應確定該批次的批量大小。 

藥品批次的定義係指特定數量的藥品或物料，其品質與特性具一致性且品質特性符

合特定之規格範圍內。可以依據特定流速下的生產時間、原物料的進料量、產品的產出

量或其他具科學合理性的方法，定義藥品連續製造之批次、批量。而其批量大小亦可定

義為一範圍(例如最長及最短生產時間)。 

連續製造的管制策略 

    廠商應考慮連續製造技術的特性，訂定相對應的管制策略。以下將討論連續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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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策略的一般性考量，提供業者參考。 

一、進料管控 

1. 原物料管制 

應評估原物料與連續製造相關的物化特性，例如原料藥及賦形劑的粒徑大小分布及

密度等，對流動性的影響，或可能因靜電導致粉體堆積等，並評估原物料的特性對程序

動態與最終產品的品質影響。對於影響藥品品質較大的原物料，可監測原物料在同批次

內或不同批次間的品質變化，並確認該原物料的品質變化趨勢，採取措施，以預防不符

合規格之藥品產出。 

2. 原物料進料速度的監控 

由於連續製程的特性，原物料進料的速度會影響製程中某一物質的濃度，因此為了

達到產品的品質一致性，必須精確管控原物料進入反應器的速度。若原物料為液體或氣

體，則以流量計監控；若原物料為固體，當前管控設計是以監測重量變化(loss on weight)

的進料器為主流，此外，應考量原物料於進料端的堆積狀況及造成原物料粉體堆積的原

因，可能來自於流動性不足或靜電所導致。因此，廠商應完整評估原物料的選擇及原物

料規格的制定，以達到原物料進料速度之良好監控目標。 

二、製程管控 

藥品使用連續製造技術時，應制定適當的製程管制策略。相較於傳統批次製造，連

續製造使用更多的製程分析技術以監控製程，可產生大量的即時監測數據，例如製程參

數與原物料、中間體及產品的分析等，因此，可以更精確的掌握藥品製程中的變異。設

計良好的自動化控制系統，甚至能依據監控數據的變化，主動調整製程參數，使發生變

異的製程參數回復到預設的範圍內。考量製程控制的設計時，至少應包含以下要件： 

1. 在製程參數、原物料及製程中之關鍵物質屬性與最終產品等，設計適當的監控

點並進行監控。 

2. 制定適當的取樣計畫，其中應包含取樣點、取樣及檢測頻率、樣本量及可用於

分析製程的適當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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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數據統計分析方法，例如依據控制界限(control limits)的單變數分析

(univariate analysis)方法、多變數(multivariate)或製程模型(process model)

的分析方法，及批次內與批次間的趨勢分析方法。 

4. 監測數據的應用 

(1) 可應用於輔助其他製程管制策略，例如主動製程管制、物質分流(material 

diversion)、即時放行測試及產品批次放行等。 

(2) 可應用於製程研發、量產製造及持續的製程驗證中，評估製程及設備的性

能。 

(3) 可應用於持續監控製造過程，以確保產品品質。 

(4) 可應用於更新製藥品質系統(pharmaceutical quality system, PQS)。 

參考數據監測結果作調整製程參數時，可以設計由系統自動執行，亦可由操作人員

觀察到變化而進行調整。因此，應訂定監測數據變化區間的規格管控，且亦應訂定製程

參數可調整的範圍。 

三、物質溯源性及分流(Material traceability and diversion) 

連續製程應設有分流的機制。當原物料、中間體或產品的檢測結果出現偏差時，依

據訂定的物質溯源性(於製程中追蹤物質分布的能力)、製程監控及物質移除的方法，了

解此偏差可能影響的產品範圍及處理程序等，則可以將不符合規格的物質汰除。 

分流點之設計考量應包含重要操作的起始點或終點，例如原物料的進料點或產品的

產出點等，亦應考量分流點是否會影響反應物的比例或產品的組成。此外，應評估分流

點與檢測點之製程分析技術間的距離及時間，以避免因擴散或逆混合(back-mixing)造

成不符合規格的物質分布增加，亦應考量該些不符合規格之物質對後續製程步驟的影響，

並建立安全範圍(safety margins)，以避免收集到不符合規格的物質。 

製造過程中，若發生分流的產品數量及最終產率是在預期的範圍內，或其原因已於

研發階段中發現並訂定適當的處理步驟，則不須特別檢視製程。倘若是非預期的原因造

成分流，或在同一批次重複發生製程偏移而造成的分流，則可能要報廢整批產品，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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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檢視製程，以尋找造成製程偏移的原因，同時應考量是否可能影響到其他批次的產

品。 

四、即時放行測試 

生產過程中若使用製程分析技術，通常可得到大量且即時之產品品質相關的分析數

據，利用這些即時監控數據，可以支持即時產品放行。雖然連續製造不一定要執行即時

放行測試，但仍建議連續製造可設計使用即時放行測試，進行批次部分放行項目的檢

驗。 

當連續製造的設計使用即時放行測試時，應依據不同的產品特性，訂定適當的測試

項目，以支持即時放行測試。以錠劑為例，測試項目可能包含錠劑重量、活性成分鑑別、

活性成分濃度等，而常見的測試工具是近紅外光(near infrared, NIR)光譜儀，利用近紅

外光光譜儀可執行活性成分的鑑別、活性成分之濃度及均一性的檢測。執行鑑別試驗時，

應確認樣品不同的擺放角度不會影響鑑別結果。若須執行錠劑的含量測定(assay)時，測

試項目應包含活性成分的濃度及錠劑的重量，依此計算含量。利用近紅外光光譜儀執行

鑑別及含量測定時，檢測點的設置應盡量接近最終產品，例如於打錠步驟後方執行檢測

或檢測未上膜衣的裸錠。若含量測定是使用近紅外光光譜儀，則該分析方法須經過確效，

並以另一種不同原理的分析方法(例如高效液相層析法(HPLC))進行驗證。 

此外，應利用統計方法以說明線上測試儀器的檢驗速率、取樣頻率及取樣數量的合

理性，亦應討論滯留時間分布與檢驗策略的適當性。於研發階段中，應證明即時放行測

試可偵測到刻意設計產生的製程偏差，且該製程偏差應與程序動態預測之產品品質發生

變異的區段相當。 

考量即時放行測試設備可能於生產過程中無法即時檢測產品，因此，系統設計上可

以設置兩組製程分析技術設備，以防止設備故障而無法檢測。或可利用替代的檢驗方法

及產品放行的程序，以確認產品品質符合規格。但由於連續製造與傳統批次製造有本質

上的不同，應依照連續製造之特性，使用對整體產品品質具代表性的取樣方式，進而設

計最終產品的放行測試方法。 

即時放行測試是評估整體製程的結果，並非僅依賴產品檢測的結果，應考量整體製

程參數的監測及即時放行測試結果，進而決定產品的放行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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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備 

設備的選擇應滿足製程所需的流速與壓力，且當設備運轉時，各項製程參數應具穩

定性。研發階段之生產設備持續運轉的時間可能較短，但當進行大量生產時，設備可能

因長時間運作，而導致製程參數偏移，因此，在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中，應訂定生產設

備的管制策略，以確保設備失效時能及時發現，並進行適當的修正。 

制定設備的清潔管制策略時，應考慮設備經長時間操作後，可能產生物料堆積、降

解及微生物生長等情況，當物料長時間停留在設備中而不流動時，最終可能會影響產品

的品質，此時，應即時更新清潔頻率及方法，以確保產品品質不受影響。 

設備的清潔頻率應依據生產的經驗合理地訂定，一般而言，可基於設備的連續操作

時間、生產批量、生產時是否發生製程參數偏移或其他狀況，以訂定設備清潔的頻率。

當生產不同產品時，應進行設備的清潔。 

六、系統整合、資料處理及管理 

一套可靠的自動化平台可實現即時製程監控、製程參數微調、不符合規格物質的移

除及決定是否即時放行。連續製造之品質管控仰賴快速且大量的即時數據，因此，例行

性的設備操作及物質分流應由自動化系統執行。若各設備是由不同供應商提供時，則應

考慮自動化系統及設備的整合度，在系統的驗證期間，可經由干擾或故障模式加以測試，

以確認整個系統的功能性。 

連續製造之系統應能於軟體、設備或製程發生偏移時，自動調整及判斷產品品質。

自動化系統設計時，應納入自動警示(alarms)，並將警示預先分級，如此才能及時警告

相關製程人員。當系統發生警示時，應依警示的嚴重程度及預先制定的標準操作程序

(SOPs)，採取適當的檢視及調整。在製程的重要步驟中，即使已使用自動化系統控制，

仍應採取人員監控，並確認系統產生的數據符合管控規格。 

製程確效 

連續製造的製程確效應考量一般批次製造的製程確效項目外，更應重視不同的單元

操作間及各機台整合的可靠性，並確認整個製造平台的設計，可維持產品品質屬性

(quality attributes)的穩定性。批次製造的設備供應商可能僅專注於單一單元操作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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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連續製造的設備供應商應同時提供各單元操作之技術及系統整合之解決方案。因此，

執行藥品連續製造之藥廠應與設備供應商密切合作，評估整體的製程能力，並設計合理

的製程確效計畫。 

已知可能發生變異的項目應納入製程確效計畫中，例如進料速率的變化及反應物的

流速等。製造的開始及接近結束時，系統非處於動態穩定，因此，應說明此不穩定的時

間區間，並預測可能產生不符合規格之產品的區間，並進行驗證。 

量產後應執行持續性的製程驗證(continued process verification, CPV)，利用連續

製造產生的大量監測數據，包括製程參數、原物料品質參數、設備參數及中間體與產品

的分析數據等，經過統計分析方法，分析產品於批次間及批次內的變異，以確認產品製

程能達到預期的生產能力，並確保產品之生命週期中的品質。 

規模放大 

傳統批次製造之規模放大與設備大小有關，而連續製造的優點則是可以將製程開發

階段的設備直接投入量產批次的生產。連續製造的規模放大可由四種方式達成： 

一、在不改變流速的情況下增加生產時間：此方法是最簡單的方式，因為可以直接使用

製程開發時的製造條件。然而，增加設備運作的時間，可能會遭遇製程開發階段未

發生的問題。因此，此方法的風險在於各種設備(包括生產設備、分析儀器、電腦

及分析資料儲存等)在長時間的運作下，是否仍能維持穩定的性能，且不產生偏移。 

二、增加生產流速：增加流速時將影響程序動態及滯留時間分布，因此，應評估並調整

製程參數及管控，例如物質的分布、取樣頻率、不符合規格之物質排除的區間等。

同時也應考量設備的特性，應評估是否會超出設備的性能。 

三、同時增加生產時間及流速：若使用此方法則應合併考量第一種方法及第二種方法可

能產生的風險。 

四、完全複製相同的生產設備及參數設定，以數套設備同時生產：此方式可以在保持各

製程參數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增加產量。但仍應訂定適當的驗證程序，驗證新增的

設備能符合預期的效能及製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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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性試驗 

藥品的安定性試驗要求與傳統批次製造相同，連續製造技術在滿足各項製程管制的

條件下，可以用較短生產時間區間所生產的藥品執行安定性試驗，但其製造程序與生產

設備須能代表長時間量產規模之藥品。 

結語 

目前國際藥廠已開始利用連續製造的技術製造藥品，未來可能有更多藥品的生產採

取連續製造技術。發展藥品的連續製造，除了應了解各原物料的物理化學特性外，亦應

使用適當的自動化設備。因此，藥廠人員應與設備供應商密切合作，以達成預期的自動

化管控。現階段，藥品連續製造的技術尚屬於初期階段，須要較多的研發資源及時間，

以累積製造經驗。同時，應提供操作自動化設備的知識及能力給生產線上的人員，當系

統發出製程偏移警示時，能正確並及時地執行應對措施。待累積足夠的生產經驗後，連

續製造的技術應能增進藥品品質的管控，並能提高藥品生產的彈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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