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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20 年 2 月發表「ICH M9 指引：以 BCS 分類為基

礎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免除」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張貽婷 

發表時間： 2020/02/10 內容歸類： 生物藥劑 

類    別： ICH guideline 關 鍵 字： Biopharmaceut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biowaiver 

    

資料來源： ICH M9 guideline on biopharmaceu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based 

biowaivers 

  

重點內容： 1. 歐盟 CHMP 於 2020 年 1 月採用 ICH 於 2019 年 11 月發表 M9 指引：

以 BCS 分類為基礎的生體相等性試驗免除，以下簡稱 BCS-based 

biowaiver。以下內容將與我國 BCS-based biowaiver 申請指引互相

對照，不一致之處以雙底線表示，我國指引未詳述之處則以單底線表

示。 

2. BCS-based biowaiver 目的在減少生體相等性試驗的執行，例如：用

以取代生體相等性試驗。BCS 基於主成分溶解度和腸道穿透性的科學

特性，將主成分分為 Class I (高溶解度，高穿透性)、Class II (低溶解

度，高穿透性)、Class III (高溶解度，低穿透性)及 Class IV (低溶解度，

低穿透性)共四大類別。BCS-based biowaiver 僅適用於速放製劑，如

用以將藥品輸送至全身循環之口服固體劑型或是懸浮劑型。而療效濃

度範圍狹窄之藥品，並不適用本指引。複方產品若所有主成分皆符合

Class I 或 Class III 特性時，亦可適用本指引。 

3. BCS-based biowaiver 僅適用主成分列屬於 BCS Class I (高溶解度，

高穿透性)或是 Class III (高溶解度，低穿透性)之藥品。有三種情形可

適用：受試藥品與對照藥品的主成分須完全相同；若兩藥品的主成分

含不同鹽基時，當兩種鹽類的主成分均屬於 BCS Class I 時，亦可適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ich-m9-biopharmaceutics-classification-system-based-biowaivers-step-5_en.pdf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ich-m9-biopharmaceutics-classification-system-based-biowaivers-step-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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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驅藥品(pro-drugs)若是以原型藥的形式吸收時，亦可適用。若

受試藥品與對照品藥的主成分是不同的酯、醚、異構體、異構體混合

物、藥物複合物或衍生物時，因這類型的差異可能導致有不同的生體

可用率，則不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4. 溶解度： 

(1) 主成分高溶解度定義：藥品單次最高治療劑量(highest single 

therapeutic dose)可完全溶解於等於或小於 250 毫升的水性媒

液(aqueous media)環境，媒液條件為 371°C、pH 範圍在 1.2 

-6.8。若單次最高治療劑量不符合此標準，但對照藥品的最高單

位含量(highest strength)有符合上述條件，需額外提出得以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的合理性說明。 

(2) 執行主成分溶解度試驗時，應在 371°C 之 pH 1.2 -6.8 範圍內選

擇至少三種 pH 值媒液，須包含 pH 1.2、4.5 及 6.8，若主成分在

此 pH 範圍內可預期有較低的溶解度時，則應評估該 pH 媒液的

溶解度。 

(3) 可利用搖瓶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執行溶解度平衡實驗，主成分添

加後與完成溶解度平衡時，皆應測量記錄媒液的 pH 值是否仍維

持在設定的 pH 值(±0.1)，必要時可調整 pH 值為一致。此外，亦

可考慮以單次最高治療劑量評估是否可完全溶解於 250 mL 的媒

液，或以等比例但較少的給藥量及媒液體積中評估。 

(4) 每個 pH 值媒液的溶解度試驗要重複執行至少三次測定，以確認

溶解度試驗方法的合適及確效。此外，應證明主成分在溶解媒液

中具有足夠的安定性，若主成分不安定有>10％的降解，將無法

確定其溶解度，以至於無法確認溶解度的分類。除實驗數據外，

可提供文獻數據來支持溶解度的分類。 

5. (腸道)穿透性 

(1) 穿透性的評估應優先採用人體藥動學試驗資料，如絕對生體可用

率或質量平衡試驗。 

(2) 高穿透性定義：藥品絕對生體可用率85%；當≥ 85％投藥劑量以

原型藥品(或≥85％的原型藥品、1 期氧化代謝物與 2 期結合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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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總和)於尿液中排除；有關糞便排除的數據，僅能考慮氧化及

結合代謝物，經還原或水解反應生成的代謝物，除非有證據顯示

這些代謝物不會在藥品吸收前產生，否則應不予以計入藥品吸收

量。糞便中的原型藥物量並不能計入藥品吸收量，除非有適當的

證據顯示糞便中發現的原型藥物是經過吸收後再由膽道、腸分泌

至腸道或係從不穩定的結合代謝物經由腸道微生物轉換而來。人

體體內數據可以接受文獻資料。 

(3) 穿透性試驗也可藉由經確效及標準化的體外 Caco-2 細胞法進行

評估，如果主要是以體外細胞系統方式推斷藥品為高穿透性，則

應證明高穿透性的結果不受主動運輸的影響，詳細內容請參考指

引中附件 I “Caco-2 細胞穿透性測定方法注意事項”。 

(4) 若未能證明具有高穿透性，基於 BCS 分類的目的，該主成分則被

認為屬低穿透性。 

(5) 使用質量平衡研究(除尿液中含有≥ 85％劑量的原型藥品之外)與

體外 Caco-2 研究來支持高穿透性，需要提供額外的數據來證明

主成分在胃腸道的安定性。胃腸道的安定性可以用藥典或模擬的

胃液和腸液來證明，藥物溶液應在 37ºC 下培養一段時間(例如在

胃液中 1 小時與在腸液中 3 小時)。定量藥物濃度的分析方法應經

過確效。若主成分有顯著降解(> 10%)則排除於高穿透性的分類。 

6. 藥品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的要件包括：主成分符合 BCS Class I

與 Class III 者、為口服速放劑型並具有全身性作用、以及受試藥品與

對照藥品屬相同的劑型與劑量。當主成分單次最高治療劑量不符合高

溶解度定義，但最高單位含量有符合時，若具有線性藥物動力學特性

(劑量需橫跨最高單位含量及單次最高治療劑量 )，則亦可適用

BCS-based biowiaver。具有頰下(buccal)或舌下(sublingual)吸收的

藥物產品則不適用 BCS-based biowaiver。 

7. 作為合格的 BCS-based biowaiver，關於藥品賦形劑和體外溶離比對

的標準如下： 

賦形劑： 

(1) 原則上申請品與對照品應該一致。若二者的賦形劑不同，首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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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該賦形劑是否會影響體內的吸收，再對該賦形劑的量進行管

控。可能影響藥物吸收的賦形劑有糖醇（例如甘露醇 mannitol，

山梨糖醇 sorbital）和表面活性劑（例如月桂基硫酸鈉 sodium 

lauryl sulfate）。 

(2) 對於 BCS Class I 類主成分，允許賦形劑在質量和數量上存在差

異，若有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則應使用與對照藥品相同的賦

形劑且含量應相似(即在對照藥品中賦形劑含量的±10％以內)，另

外，可能影響吸收之賦形劑的累積差異應在±10％以內。 

(3) 對於 BCS Class III 類主成分，所有賦形劑在質量上應相同且在含

量上相似（膜衣或膠囊殼賦形劑除外）。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在

質量上應相同且在數量上相似(即在對照藥品中賦形劑含量的±

10％以內)，並且這些賦形劑的差異總和應在±10％以內。 

BCS Class III 藥品之賦形劑含量相似的條件： 

賦形劑類型 相較於該賦形劑在對照藥品使用的含量

百分率 

可能影響吸收的賦形劑： 

個別賦形劑 

差異總和 

 

10% 

10% 

 相較於 core 重量的含量百分率(w/w)之

差異 

所有賦形劑：  

填充劑(Filler) 10% 

崩散劑(Disintegrant) 

  Starch 

  Other 

 

6% 

2% 

結合劑(Binder) 1% 

潤滑劑(Lubricant) 

  Ca. or Mg. Stearate 

Other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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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動劑(Glidant) 

  Talc 

  Other 

 

2% 

0.2% 

所有賦形劑的差異總和之限值 10% 

 

體外溶離比對： 

(1) 採用 BCS-based biowaiver 時，應使用代表性批次的受試藥品與

對照藥品進行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除非另有說明，受試藥品的

批量應為生產規模的 1/10 或 100,000 個劑量單位(以較大者為

準)。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應使用藥典設備和經確效的分析方法

執行。體外溶離曲線比對試驗的條件： 

 儀器：攪拌槳裝置或網籃裝置 

 媒液的體積：900 毫升或更少(建議使用成品檢驗（QC）條

件的體積)。 

 媒液的溫度：371C 

 轉速：攪拌槳裝置-50 rpm，網籃裝置-100 rpm。 

 應使用至少 12 個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 

 三種緩衝液：pH 1.2，pH 4.5 和 pH 6.8。應使用藥典緩衝液。

在最低溶解度的 pH 值若與上述緩衝液不同，則可能需要另

外執行。 

 不接受添加有機溶劑，不應添加表面活性劑。 

 除非使用原位檢測方法，否則在收集過程中應過濾樣品。 

 對於已證明具有交聯作用 (cross-linking)的明膠膠囊或片

劑，媒液可以使用酶。 

(2) 非常快速溶離特性(very rapid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之定義

為，在一定溶離條件下，藥品的平均溶離率可在 15 分鐘內達到 85

％以上。快速溶離特性(rapid dissolution characteristics)之定義

為，在一定溶離條件下，藥品的平均溶離率可在 30 分鐘內達到 8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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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成分列屬 BCS Class I 者，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在所有試驗條件

中，均應顯示非常快速溶離或快速溶離，且基於 f2 比較具有相似

溶離表現，才符合 BCS-based biowaiver 資格。主成分列屬 BCS 

Class III 者，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均應顯示非常快速溶離特性，才

符合 BCS-based biowaiver 資格。 

(4) 關於溶離相似性因子(f2)計算公式以及評估條件如下： 

𝑓2 = 50 ∙ log {[1 + (1 𝑛⁄ )∑ (𝑅𝑡 − 𝑇𝑡)2
𝑛

𝑡=1
]
−0.5

∙ 100} 

 至少三個溶離時間點（不包括零）。 

 試驗藥品的溶離時間點應相同。 

 取試驗藥品每個溶離時間點的平均值計算。 

 試驗藥品溶離平均值皆溶出 85%以後，僅得取一個時間點計

算。 

 為能使用平均數據計算 f2，早期的時間點(最多至 10 分鐘)

變異係數不應超過 20％，其他時間點不應超過 10％。當變

異係數過大會使 f2 評估不準確，此時將無法決定溶離表現的

相似性。 

(5) 對於含多種劑量(strength)產品申請 BCS-based biowaiver 時，應

在每個劑量中比較受試藥品和對照藥品的溶離曲線。 

註：以上內容將與我國 BCS-based biowaiver 申請指引互相對照，不一致

之處以雙底線表示，我國指引未詳述之處則以單底線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