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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
数字生物标志物 
Moonshot 赞助远程智能研究旨在更好地收集癌
症治疗效果的相关数据
为了加速癌症的科学发现，促进广泛合作并改善

数据共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启动“癌

症登月计划”。DigiBioMarC研究便是Moonshot

基金会支持的众多项目之一，旨在了解和改善接

受癌症治疗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P6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的全球化：
挑战和机遇
2010年，欧盟法规引入了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

（PSMF）的相关要求。PSMF对欧洲上市许可持

有人的药物警戒体系进行了描述，并且根据法规内

容，承认该体系符合法规的要求。自2012年以来，

PSMF的概念在欧盟以外的国家/地区不断发展，

给维护和撰写相关文档的从业者带来挑战。

P12 药物警戒

紧急使用权至完全获批
—在未知领域开辟新道路
解读 505(b)(2) 药品审批途径
上 期，我 们 概 述了新 型 疗 法 从 紧 急使 用 授权

（EUA）到完全获批的第一种路径。本期将揭开

505(b)(2)药品批准上市路径的神秘面纱，为当前正

考虑利用此路径开发治疗方法的机构可提供一些

关键的考量因素。

P9 疫情之下的监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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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随着新药研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以患者为中心的研发理念和新技术应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

强烈。从高效精准的研发到患者的体验，更深入的医学知识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在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期待。

本期所选的文章包括精准医学在前列腺癌的分子诊断、影像学诊断、药物和放射治疗等创新技术方面的

进展和发展方向；数字生物标志物在以患者为核心的研发和诊疗中将会发挥的作用；关于真实世界数据

和证据在日本监管领域的应用；欧盟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的全球化思考，和继上期介绍的关于FDA紧急

使用授权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些讨论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实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前列腺癌成为很多国家男性中最常被诊断出的癌症。几十年前就有专家提出哪

些患者有可能被治愈和最终是否能被治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精准医学模式下得到了一定的解答，它

让我们离真正治愈越来越近。精准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新疗法的开发对于分子定义的疾病亚型有了更

可预测的方向。正如诺华肿瘤医学部泌尿肿瘤负责人覃毅女士所说“癌症的疾病管理已逐渐脱离传统的粗

放模式，通过更早期和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使不同成因，不同病程的前列腺癌患者能够生存的更长更好，

甚至治愈。前列腺癌的治疗是在抗癌战役中运用精准医学让患者和肿瘤医生都备受鼓舞的成功的例子。”

本期关于数字生物标志物的文章则很好的呼应了以患者和临床价值为核心的话题，数字生物标志物

作为对临床终点重要的补充，有助于对临床研发和临床治疗的全方位的提升。同时它响应了提升患者生活

品质、降低治疗负担的需求；我们期待便捷的院外数字生物标志物收集技术使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在正

确的时间接受正确的治疗和干预，带来更好预后。

承接上期，有相当数量的“老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申请了“新用”，如何利用FDA现有的制度

体系加速“老药新用”批准上市，并在研发早期获得FDA的指导。紧急使用授权至完全获批——在未知领

域开辟新道路一文的第二部分为我们解读了采用505(b)(2)药品批准上市路径开发应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

机的治疗方法一些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个近年来备受各国监管机构重视的是上市后药物警戒，而为应对

疫情进行的大量紧急授权使用将这一工作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药物警戒主文件可以认

为是这一切的基础，虽然一些国家要求脱胎于欧盟法规，但是区域间出于相似目给出的不同编写要求与监

管标准，反而会成为全球范围内执行协调统一的药物警戒工作的潜在障碍，来自PSMF网络工作组的专家

们给出了他们的分析与协调建议。

促进创新与实现全球监管标准一体化是各国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重要工作目标，随着对真实世界数

据及证据更加深入的理解，日本PMDA通过一些列措施与法案推动真实世界数据及证据在药品、医疗器

械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开辟新的研发与监管通路。在最后一篇文章中，PMDA首席执行官对于日本RWE

和RWD的总结与见解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赵燕
诺华全球药品研发（中国）
研发战略与创新负责人
DIA Global Forum 中文版编委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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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精准化的前列腺癌治疗
作  者：William G. Nelson
作者单位：Johns Hopkins Kimmel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的应用彻底改变了前列腺疾病（包括前列

腺癌）的治疗。PSA被迅速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和

危险分层、评估治疗响应并监测疾病复发和进展，

直到现在，PSA仍然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肿瘤生物标

志物。当前，越来越多新的分子生物标志物和成像

技术组合已经开始影响前列腺癌患者的日常治疗。

从前列腺癌筛查和早期检测，再到疾病危及生命时

的治疗，这些新工具不断促进前列腺癌患者的危险

分层，进而推动治疗决策的制定，同时也为精准医

学方法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前列腺癌成为美国男性

中最常被诊断出的癌症。据估计，到2021年，将会有

248,530例新诊断出的前列腺癌患者，并有34,130

例会死于前列腺癌。Whitmore提出的问题仍然很

突出：虽然每8个男性中就会有1个人可能在其生命

中的某个时刻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但他们死于前列

腺癌的几率似乎仅有1/41。大多数前列腺癌患者通

常在65岁或以上确诊，因此，在考虑进行治疗时，必

须考虑到患者当时存在的其他健康问题。

前列腺癌筛查通常使用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PSA）检测和直肠指检（DRE），这两种方式明

显促进了更多早期疾病和低级别疾病的检出，而对

于这两种状态的前列腺癌，局部治疗对长期癌症控

制最为有效。然而，基于人群的前列腺癌筛查存在

前列腺癌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风险，这种风险可

能会导致患者死于与前列腺癌诊治相关的外在因

素，而非前列腺癌本身。面对这一挑战，应对策略在

不断发展，并且更加侧重于如何在通过筛查检出的

前列腺癌患者中识别出那些可以避免过度干预的患

者。这些患者可以通过主动监测进行管理，定期进

行PSA检测、DRE、磁共振（MR）影像检查，并在

必要时定期进行前列腺活检。目前，研究发现，低级

别前列腺癌患者（前列腺癌分级分组为1级；格里森

评分为6分）不需要进行立即治疗，这些患者很可能

可以完全避免治疗。更高级别的前列腺癌患者（前

列腺癌分级分组为2-5级；格里森评分≥7）似乎更

适合进行积极的局部治疗。令人担忧的是，进行组织

学分级的病理学家的水平存在差异，而且经直肠超

声（TRUS）引导的模板活检容易漏检关键病变，对

此，还有显著的改进空间。

分子诊断可作为疾病的生物标志物
前列腺癌新型病理工具目前正处于快速评估

阶段，并迅速引入常规临床实践。对于前列腺癌的

组织学鉴别诊断和分级，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

法已经达到了准确水平，很快就会将这些技术引

入常规临床应用。目前，免疫组织化学和原位杂交

Willet F. Whitmore在担任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泌尿外科主任期间，提出了两个前

瞻性问题：对于有可能治愈的前列腺癌患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治愈性治疗？对于有必要接受治

愈性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是否有可能治愈？几十年后，精准医学在前列腺癌筛查、检测、诊断

和治疗的持续发展，终于为Whitmore提出的两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并且越来越多地引导合适

的患者在合适的时间接受合适的治疗。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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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的生物标志物越来越多，旨在辅助前列

腺癌的诊断（前列腺癌细胞表达AMACR、MYC、

NKX3.1和ERG，但不表达细胞角蛋白K5/K14、p63

或 GSTP1）和危险分层（PTEN表达缺失、MYC和

Ki67高表达是侵袭性疾病的先兆）。进行基因组测

序，检测胚系突变，进而识别DNA双链断裂修复基

因缺陷（BRCA1、BRCA2、ATM等）及DNA错配修

复基因缺陷（MSH2、MLH1等），有助于对前列腺

癌患者进行危险分层，从而进行早期干预，并引导

患者进行特定治疗（对于双链断裂修复缺陷，使用

PARP抑制剂；对于错配修复缺陷，使用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体细胞基因组/表观基因组改变、使用肿

瘤测序方法进行排查，以及基因表达分析领域，均

准备增加更多工具。目前，前列腺健康指数（PHI）、

4Kscore测试、MRI、Oncotype DX、Decipher测

试、Prolaris、ConfirmMDx、Progensa PCA3、

NADiA ProsVue和ProMark等多种工具已得到应

用，用于改变治疗决策，减少不必要的活检、改变治

疗强度以及疾病进展风险的再评估。研究人员已在

循环系统、前列腺分泌物及尿液中检测到了前列腺

癌DNA，这为开发能够检测和区分体细胞基因组/

表观基因组缺陷的测试工具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机

会，这种工具可以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和早期检测

（敏感地检测出常见缺陷）、危险分层（列举高风险

与低风险缺陷）、治疗/疾病监测（量化携带缺陷的

基因组/表观基因组）和治疗选择（列出存在的基因

缺陷，并作为特定药物适应症的伴随诊断）。

前列腺癌影像学进展
前列腺成像方面的创新也在影响前列腺癌领

域的实践。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pMRI）结合了T2

加权成像、弥散加权成像和造影增强技术，现在越

来越多地用于指导前列腺活检，从而确保更准确地

对更高级别的癌症进行取样。为此，mpMRI为单个

病变提供了标准化的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PI-RADS）评分。mpMRI和实时超声成像的联

合配准能够将TRUS引导下活检定向到可疑区域。

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些核医学工具，转移性前列腺

癌曾经只能通过99mTc-亚甲基二膦酸盐（MDP）

骨显像、腹部和盆腔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MRI

来进行检测。现在，18F-氟化钠（NaF）、11C-胆

碱、18F-氟化物（Axumin®）、68Ga-PSMA-11和

18F-piflufolastat（Pylarify®）均可用于检查全身范

围内的前列腺癌沉积物。

精准医学和前列腺癌治疗
局限性前列腺癌的积极治疗方法之间存在差

异，主要体现在潜在并发症方面。机器人辅助腹腔

镜引导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可能会引发尿失禁

和/或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癌放射性粒子植入（125I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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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
https://globalforum.diaglobal.org/issue/october-2021/

或103Pd），即间质近距离放射治疗，在放射性粒子

植入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刺激性

排尿症状，尽管这种泌尿系症状会在接下来的一年

中有所改善，但仍有一些患者的症状会持续存在。

前列腺癌的体外放射治疗使用基于CT的治疗计划

以及配有多叶准直器的直线加速器，为患者提供三

维适形治疗，还会使用通过调强进行剂量优化的软

件，从而高精度地将辐射剂量沉积到前列腺。尽管

如此，也会累及到附近组织，相关的副作用包括直

肠毒性（早期刺激性症状；迟发性直肠出血）、尿道

狭窄和勃起功能障碍。

如果局限性前列腺癌的治疗成功实现治愈，那

么患者的血清PSA水平将会降低，甚至低至无法

检测到，并在患者的余生都持续保持这种水平。 血

清PSA升高表明前列腺癌出现复发，但进展为有症

状的转移性前列腺癌的风险可能并不可怕：在一项

研究中，在发生PSA升高的患者中，只有30%在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8年内出现明显转移。在这种

情况下，精准医学方法开始进一步影响决策制定。

当与新型成像方法结合使用时，血清PSA升高的速

度（倍增时间）可能会在干预前对患者进行危险分

层。在最近一项针对血清PSA迅速升高的患者进行

的临床试验中，18F-piflufolastat（Pylarify®）成像

在出现寡转移性疾病进展的患者中，成功识别出了

适合进行立体定向消融放疗的患者。

目前，有几种药物可用于播散性前列腺癌的全

身治疗，包括抗雄激素药物、紫杉烷类化疗药物、

PARP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放射性药物。

八十多年间，雄激素剥夺疗法（ADT）一直在前列腺

癌治疗领域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仍然是目前最常用

的干预措施，该疗法通常使用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

素（LHRH）类似物来抑制睾酮生成并将循环睾酮水

平降低到50ng/mL以下。虽然ADT+化疗与单纯ADT

相比，目前尚未确定孰优孰劣，且人们对精准医学方

法的需求也明显未得到满足，但已有研究显示，ADT

联合紫杉烷类药物化疗可能会改善总生存等疾病结

局。有意思的是，紫杉烷类药物化疗在前列腺癌治疗

中的应用也在逐渐扩大，因为在所有细胞毒性化疗

药物中，只有那些靶向细胞内微管的药物（紫杉醇及

多西他赛-Taxotere®和卡巴他赛-Jevtana®）被证实

可以改善前列腺癌的生存结局。

大多数接受ADT治疗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不

可避免地会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患者仍然无法摆脱雄激素受

体信号传导治疗（并且仍然产生PSA），对CYP17 

抑制剂（阿比特龙-Zytiga®）或雄激素受体拮抗剂

（恩杂鲁胺-Xtandi®；阿帕鲁胺-Erleada®；达罗他

胺-Nubeqa®）产生治疗响应。一种新的分子生物

标志物，即表达雄激素受体（AR）mRNA剪接变体

7（AR-V7）的循环前列腺癌细胞，可以预测患者

对这些二线激素治疗的耐药性，并引导他们转而使

用紫杉烷类化疗。此外，自相矛盾地是，新的临床试

验结果表明，为CRPC患者循环使用大剂量睾酮可

以产生显著有益的治疗响应，但是在哪些患者中最

有可能看到这种益处尚不明确。PARP抑制剂（奥

拉帕尼-Lynparza®；芦卡帕尼-Rubraca®；尼拉帕

尼-Zejula®）会对具有DNA双链断裂修复基因缺陷

的CRPC产生活性。对于具有DNA错配修复基因

缺陷的前列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帕博利珠单

抗-Keytruda®）可能会促进患者产生持久的治疗响

应。CRPC骨转移可以用发射α粒子的放射活性治疗

药物镭223来缓解。最后，对于表现出小细胞神经内

分泌癌表型的CRPC，一般使用其他小细胞癌症常

用的化疗方案（顺铂-Platinol® 或卡铂-Paraplatin® 
和依托泊苷-VePesid®）。目前，研究人员即将尝试向

表达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的前列腺癌细胞

提供放射性物质发射、细胞毒性药物和嵌合抗原受体

（CAR）T细胞，以及靶向前列腺肿瘤微环境（TME）

的免疫抑制治疗策略。

在未来，精准医学技术和手段的不断增加，将

使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癌患者在需要时，能够在正确

的时间接受正确的治疗，用Willet Whitmore的话

说，我们离真正治愈的距离会越来越近。此外，对于

分子定义的疾病亚型，这些技术和手段将有助于新

疗法的开发，使其朝着更加可预测的方向进行。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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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数字生物标志物
作  者：Ingrid Oakley-Girvan, Reem Yunis
作者单位：Medable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临床研究是否仅仅收集那些有助于癌症领域

实现快速显著发展的数据？
有时，如果研究仅收集问卷答案，那么这些研

究便无法收集到那些紧急健康问题、疾病预防、治

疗方式所需的研究数据。相反，如果在一个“家庭”

环境中，人们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周到全面的健康信

息，医疗专业人士也可以对数据进行迅速分析、对

相关临床问题进行解答。利用数字生物标志物，当

今互联互通的世界使其成为可能。

Digital Biomarkers（《数字生物标志物》）杂

志将数字生物标志物定义为“通过便携式设备、可

穿戴设备、可植入设备或可消化设备等数字设备，

收集和评估的客观、可量化的生理和行为数据。”

然后，这些具有临床意义且客观的健康数据可用于

“解释、影响或预测健康相关的结局”。

试想一下流感在引发症状之前，是如何开始并

改变身体的生理状况的。例如，如果流感病毒在心

肌中复制并导致心脏损伤，人的体温可能会因感染

而升高，而且肌钙蛋白水平可能会升高。 

如果能在病情恶化之前发现疾病的早期迹象，

会发生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展示了可穿戴传感器

在早期症状识别和可能的疾病检测中的应用。数字

生物标志物带来的诸多益处中，这种先进的预警或

预测作用更能让人振奋。在一个心脏病案例中，早

在患者住院三个月前，传感器网络便检测到了失代

偿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症状。如果患者在床上辗转反

侧的次数增加，床上的传感器便会检测到的夜间心

率和呼吸频率升高，周围环境中的被动红外（PIR）

运动传感器会检测到身体活动减少、起夜次数增

加。这些综合因素可作为数字生物标志物，用于心

力衰竭症状出现之前心脏功能变化的早期检测。

语音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其地位也越来

越高。生 理、神经甚至心理 变化都会影响我们

声音的振动和发声方式。Karger旗下的Digital 

Biomarkers期刊指出，“语音为认知和功能提供了

丰富见解，并且会受到许多精神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的影响。由于语音需要协调各种认知和运动过程，

因此即便是简短的语音样本，也可以敏锐描绘出与

多种疾病、相关的认知和功能情况。”语音传感器和

五年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癌症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 program）启

动，通过对《21世纪治愈法案》追加18亿美元的投资，来促进新癌症研究的开展。该计划的主

要目标在于“加速癌症的科学发现，促进广泛合作，并改善数据共享。”迄今为止，Moonshot

基金会支持了240个研究项目，涉及70多项提案，而且未来七年还会有更多项目得到支持。

DigiBioMarC*便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全称是Digital Biomarkers for Clinical Impact，即“临床影

响的数字生物标志物”。这项研究旨在了解和改善接受癌症治疗的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一点非

常重要，因为对大多癌症患者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患者而言，积极治疗过程通常都很煎熬。
（编者注：*DigiBioMarC是一个可扩展和灵活性云平台，用于获取和分析来自可穿戴设备、可植入设备或外部设备的数据。）

Moonshot 赞助的远程智能临床研究旨在更好地获取癌症治疗的效果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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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为某些特定症状、神经退行性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以及认知和记忆功能的数字生物标志物，具

有巨大潜力。

数字生物标志物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景，加之可

在一天中的多个时间点对患者进行评估，为医疗保

健和临床试验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对肿瘤学等领域

带来了新的希望。

生物标志物早期预警化疗并发症
到2026年，预计会有2000万左右的美国人将

不幸罹患癌症。癌症幸存者可能会在治疗期间和治

疗结束后经历一系列长期以及（或者）迟发性的效

应。数字生物标志物可为症状的发生、即将发生的

治疗失败或疾病复发和进展提供早期预警，这对所

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目前，研究人员正针对癌症，探索可扩展的、

灵活的技术解决方案，利用互联互通的传感器来支

持被动的、连续测量的，以及可分析的数据流，从而

在诊所之外的环境进行直接和间接评估。“有临床

影响的数字生物标志物”（The Digital Biomarkers 

for Clinical Impact）研究项目旨在了解并改善化疗

患者的生活质量。

各种直接和间接检测患者活动的传感器有助

于在化疗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数字生物标志物进行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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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患者出院后身体机能

和疲劳情况。这一点很关键，原因如下：

1. 早期症状的识别有助于尽早进行简单的支

持性护理，也可以更有效地缓解症状。这不仅对患

者有益，同时还可以降低护理成本以及临床试验脱

落的可能性。

2. 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在变更治疗决策时，

作为考量因素之一，需要考虑患者对治疗产生的响

应。因此纵向数据可能至关重要。

3. 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都希望减少化疗相

关的疲劳，以帮助患者在治疗期间能够有更好的生

活质量，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临床试验参与中断的

风险。

对患者和临床团队有意义
从实用性角度来看，移动设备（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已经完美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创式

可穿戴设备、生物传感器和其他设备可以将信息快

速传输到移动应用程序，向数据库中存储实时数据

以进行分析和合并。为了确定哪些数据对特定人群

中的目标结局最关键（即，确定哪些数据可能会代

表生活质量、疾病预测、症状预警等），所收集数据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事实上，某些情况适

用并不代表所有情况适用，因此仍需进一步评估。

在“有临床影响的数字生物标志物”研究中，

一些研究者收集可穿戴传感器数据，扩增另一些研

究者收集的目标结局数据。研究中使用智能手机

采集语音，再基于语言形成运动信息、认知信息和

呼吸功能数据。在诊所之外的环境进行数据采集，

有力地扩大了数字化指标的采集范围，同时也大大

减轻了患者的负担。之后，将这些数据与患者自述

报告相结合，患者自述报告通常利用经过验证的

ePRO和记录患者感受的电子日记来完成。

该项目由NIH资助，并在2021年9月在美国临

床肿瘤学会（ASCO）的质量护理研讨会上发表，该

项目中，50名来自凯撒医疗机构北加州（KPNC）肿

瘤诊所的患者及其非正式护理人员（大多数[75%]

为患者的配偶）参与了一项完全意义上的远程智能

研究，并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都使用了一些由多

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创建的移动应用程序。

最后，参与者报告称，使用具有特定功能的移

动应用程序改善了他们的情绪健康，并且能够鼓励

患者和护理人员更好地照顾自己（有更多的身体活

动），并提高了护理人员对患者症状和治疗副作用

的认识。

他们还认为，这也可能会改善与临床团队的沟

通，而且医生还有可能更早地采取行动，从而缓解

症状或副作用的发展。

同时，在对KPNC肿瘤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

中，其结果很好地契合了上述发现。这些肿瘤学家

报告称，他们相信患者/护理人员报告的症状和身体

功能可以预测不良事件（AE）的发生，而且大多数

肿瘤学家希望能够获取患者身体功能和症状方面

的数据，其中许多人更愿意在进行访视或达到“临

界值”之前就能获取到数据。

肿瘤学家还表示，他们通常会向护理人员索取

患者症状和身体功能报告，并且经常会在临床决策

中应用到患者/护理人员提供的报告。

当然，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特定

疾病的最佳评估频率、临界值的定义、最佳的传感

器数据的定义，以及患者和护理人员的生活与现有

临床工作流程的协调等实际考虑。然而，在许多情

况下，对于监测治疗相关的指标下降以及记录早期

改善（例如生活质量）而言，远程采集数据的纵向变

化将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将促使临床

团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改善健康结果，并以更快

的速度完成临床试验工作。只要作出明确承诺，测

试和实施将会水到渠成。

减轻负担，优化数据
在行业为了改变患者的生活而不断开发治疗

方式的过程中，避免为患者带来额外负担至关重

要。这种以患者为先的理念，再加上目前互联的世

界中日益普及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有望保证生物

标志物能够让更多患者从中获益。

精准医学与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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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使用授权至完全获批
—在未知领域开辟新道路
作  者：David L. Rosen1, J. Shawn Roach2

作者单位：1. Foley & Lardner LLP, 2. Halloran Consulting Group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紧急使用授权至完全获批——在未知领域开辟新道路”系列由两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

分，我们概述了新型疗法从紧急使用授权（EUA）到完全批准的第一种路径。第二部分，我们将揭

开505(b)(2)药品批准上市路径的神秘面纱，如果您所在的机构正在考虑采用这种路径来开发治疗

方法从而应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该部分内容也可提供一些关键的考量因素。

解读药品审批中的505(b)(2) 途径

疫情之下的监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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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COVID-19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仍有11个

COVID-19疗法获得了EUA。在这11个EUA中，有几

个不是新分子或新生物实体，而是先前已获批的药

品，这些药品正重新提交申请，用于新的适应症。这

些已获EUA但又重新提交申请的药品已作为关节炎

的治疗或作为麻醉剂获得批准。有些通过COVID-19

引发的与已知疾病相近的代谢通路或机制发生作用，

或者在必须使用呼吸机的患者中作为长期安全的麻

醉剂使用时，均显示出良好的治疗前景。

505(b)(2) 监管途径可帮助申请人获得新化学

实体（NCE）的批准或对现有药品进行更改，而且

无需重复此前支持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非临床

和临床基础数据。对于应对当前公共卫生危机的申

办方来说，这可能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途径，因为

加快开发流程能够带来显著的益处。

目前，很多产品的审批都用到了505(b)(2)途

径，包括COVID-19疗法。公司应了解505(b)(2)的

提交和审批要求，从而有效地利用该监管路径。

2020年批准的新药申请（NDA）中，约有60%是通

过505(b)(2)途径提交的。

新药申请（NDA）的类型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法

案”）中描述了三种类型的新药申请，505(b)(1)—

全新的药品申请；505(b)(2)—依据先前审查和批

准的信息以及专门针对新适应症的新信息提交申

请；505(j)—所申报的药品在成分和作用上与先前

已获批的药品相同的申请（简略新药申请，即仿制

药注册申请或ANDA）。

需要注意的是，对某一申请的补充也属于新药

申请。

505(b)(2) NDA的起源
505(b)(2) NDA来源于FDA“基于文献的新药

申请政策”（FDA’s Paper NDA policy）。该政策

出台时，ANDA仅限于1962年之前获批的安全有效

的药品。根据该政策的内容，NDA要包含完整的研

究报告，从而证明现有的公开文献报告摘要可满足

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相关要求。这些报告可作为

支持FDA审批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唯一基础，且不

必是经由申请人实施或承申的。在FDA“基于文献

疫情之下的监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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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药申请政策”的框架内，申请人需对非临床和

临床文献进行汇编和总结，以支持FDA做出决定，

证明申报药品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

随着《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案》

（“Waxman-Hatch 法案”）的通过，1962年之

后，对已获安全性和有效性初步批准的产品开放

了ANDA流程。Waxman-Hatch法案中便包含了

505(b)(2)的相关条款。目前，505(b)(2)途径已成为

一些药品的适当监管途径。

2020年和2021年的505(b)(2)途径
在申报的药品的安全性已得到充分确立的情况

下，505(b)(2)途径对于新适应症（例如COVID-19 

的治疗）的申请而言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途径。为

了确保安全性资料得以维护并对有效性进行相关说

明，通常还需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然而，这些经验

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开端。

根据FD&C法案，可通过505(b)(2)途径进行

申报的产品类型
根据FD&C法案，通过505(b)(1)途径申报的

NDA需要全部的非临床及临床研究资料，而通过

505(b)(2)监管途径进行申报时，申请人无需全部提

交便可进行开发并向FDA提交审批申请。这些药品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仿制药，但通常也不是全新的新

分子实体。某些药品在考虑进行新层面的申报时，

例如适应症、剂型或方案、剂量、与其他药品联合的

治疗方案，或独有的特征，505(b)(2)途径提供了一

种可能的选择。与ANDA不同，505(b)(2)途径并不

表示申报产品与参比制剂相同。

FDA指南介绍了可以根据FD&C法案505(b)

(2)途径进行申报的产品类型。这些产品包括新化

学实体、新分子实体以及对先前已获批的药品的

变更。这些变更涉及的内容包括剂型、给药途径、

剂量、复方产品中活性成分的变化、配方、适应症

以及处方药到非处方药的转换（Rx-to-OTC）等

方面。

505(b)(2)NDA中，申请人可依据哪些信息进

行申报
申请人可以依据已发表的文献。如果申请人并

未进行研究或无权参考已发表研究的原始数据，则

可通过505(b)(2) NDA途径进行申报。

根据21 CFR 314.54，如需对已获批的药品进

行变更，505(b)(2) NDA的申请人可以依据该机构

之前对该药品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的调查结果，但仅

限于FDA批准的上市药品标签中的信息。

使用505(b)(2)途径开发COVID-19疗法的

相关见解
根据Halloran咨询公司和美国富理达律师事

务所（Foley&Lardner）的经验，505(b)(2)途径可

用于开发COVID-19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的18个月

中，一些公司准备并提交了pre-IND会议申请，并

概述了以下方面拟议的开发计划：（1）新分子实体；

（2）变更已获批的药品的适应症、剂型、给药方案

或给药途径；（3）寻求最终通过505(b)(2)途径提交

NDA的植物药。

与在当前公共卫生危机期间为COVID-19开

发新疗法类似，通过IND前的相关流程，可从FDA

获得对505(b)(2)开发计划的反馈，这一点非常有

利。由于大多数505(b)(2)申请的依据为已发表文

献、FDA批准的参比制剂（RLD）以及为了提供变

更申请所需的信息和数据而开展的桥接研究，因

此，强烈建议pre-IND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对于上文描述的各种COVID-19疗法，我们提

交IND前会议申请的经验是，FDA更容易接受那些

最终会为产品提交505(b)(2) NDA的申请人。然而

505(b)(2)途径是这些产品申报可行的选择之一，但

FDA仍会要求申请人提供大量非临床数据，以便其

药理学和毒理学数据达到最新标准，并要求进行大

量桥接临床研究以支持COVID-19疗法的上市。我

们强烈建议，尽早与FDA展开合作，以便公司了解

FDA对数据要求的预期，进而规划其COVID-19药

品开发计划。

疫情之下的监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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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的全球化：
挑战和机遇
作  者：Clare Lavery1, Joanne Emmott2, Sabine Jeck-Thole3, Pascale Rouben4, Dionne Usher5, Willemijn van der Spuij6, Louise Woodward7

作者单位：1. AstraZeneca Limited, 2. Merck Sharpe & Dohme (UK) Limited, 3. 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 
     4. Bristol Myers Squibb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Belgium, 5. Merck Sharpe & Dohme (UK) Limited, 
     6. Bristol Myers Squibb SA, Switzerland, 7. Roche Products Ltd, UK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2010年，欧盟（EU）法规引入了药物警戒体系主文件（PSMF）的相关要求。PSMF对欧洲上

市许可持有人的药物警戒（PV）体系进行了描述，并且根据法规内容，承认该体系符合法规的

要求，例如通过国家监管机构（NRA）进行QPPV监督和验证。该实施条例提供了一个框架，以

灵活适应上市许可持有人（MAH）不同的组织架构，这在2012年的欧盟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

（GVP）的模块II指南中也有提到。自2012年以来，PSMF的概念在欧盟以外的国家/地区不断发

展，给维护和撰写相关文档的从业者带来挑战。

药物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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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机遇
作  者：Clare Lavery1, Joanne Emmott2, Sabine Jeck-Thole3, Pascale Rouben4, Dionne Usher5, Willemijn van der Spuij6, Louise Woodward7

作者单位：1. AstraZeneca Limited, 2. Merck Sharpe & Dohme (UK) Limited, 3. 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 
     4. Bristol Myers Squibb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Belgium, 5. Merck Sharpe & Dohme (UK) Limited, 
     6. Bristol Myers Squibb SA, Switzerland, 7. Roche Products Ltd, UK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PSMF网络工作组（PSMF NG）是一个非正

式行业专家工作组，本文提供了PSMF NG的相关

见解，探讨了采用全球性PSMF方法的潜在考虑因

素和机会，从而使其维护和撰写更加轻松便捷。因

此，提高认识和持续对话势在必行。

2012年以来， PSMF的概念在一些国家和地

区发生了演变，如阿拉伯国家联盟、欧亚大陆、东非

以及近期在中国。PSMF的各种要求，或其他地区

的类似文件，似乎都体现了欧盟在PV体系描述方面

的原则，以反映监督机制，并促进稽查的规划。这无

疑是一个成功的概念。然而，实践证明，对本地/区

域性要求的管理，存在诸多复杂而又繁重的挑战，

例如各个国家或地区间的细节差异、组织结构、指

标以及特定格式的批准产品列表。各个法规间的

差异给MAH带来了很多运营方面的挑战，因此，需

要各个NAR的监管预期能够清晰明确并在全球层

面保持统一。对此，相关的文献数量有限，尤其是

在PSMF的实际实施方面。总之，PSMF的撰写和

维护是一项需要人工参与的管理性工作。本文作者

（PSMF NG）支持对相关要求进行标准化。并通过

对PSMF的遵循，提高PSMF中的数据质量。

全球性挑战
根据PSMF NG的经验，为了满足全球范围内

的不同监管法规要求以及各个机构的核查标准，而

进行的PSMF（或等效文件）撰写，给业界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特别是需要在确保一致性并进行内容扩

展的同时还要保持质量。这项任务对于某些公司而

言可能更易于管理，这些公司已经发展出了相应的

系统或程序，这些工具能够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和快

速检索，以解决不同国家的特定需求。但是，在许多

情况下，这可能是一项需要人工完成的任务，因此很

容易出错，而且还带来了沉重的管理和资源负担。

迎接挑战
自2017年以来，PSMF NG会定期举行会议，

分析监管领域的形势，交流新出现的PSMF法规的

实施情况，检查各个NRA预期之间的共同点，并查

阅相关的出版物。PSMF NG观察到，MAH维护

PSMF的方式存在差异，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异质

性指南及其实施状态、结构及其所在机构的项目组

合等问题的评估存在差异。尽管在操作方面存在分

歧，但PSMF NG仍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

·企业正在将EU PSMF作为其全球PV体系

信息的存储库，并对EU PSMF的流程和文件进行

调整，以满足欧洲以外国家地区的要求。

·多个司法管辖区域的PSMF基本上都会有相

同的内容，但各个地区又存在差异，因此，在维护多

个PSMF时会存在管理负担。

·各个公司对于标准化的看法基本相同，强烈

希望NRA之间的要求一致、并且需要一个真正意义

上全球化的方法。

·各个公司普遍希望，NRA仅在核查/检查准

备中要求公司提供完整的PMSF及其数千页的相关

材料，而不是将其作为上市许可申请（MAA）的一

部分。而且，公司应该有更精简的方法，进而确认他

们确实有一套合规的PV体系来支持MAA和/或更

新申请。

MAH首次明确承诺，按照所有适当的监管要

求和NRA预期来实施和提供PSMF。他们承认，

PSMF是获取关键PV数据的重要核心，能够实现

对MAH内部的利益相关者（PV稽查员、QPPV或

当地的PV专员）和外部（即NRA，包括相关的检查

人员）的监督。PSMF NG观察到，高质量的PSMF

有助于推动PV核查/检查抓住重点，节省现场时间，

并为PV检查员和关键内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可持续

获取的准确信息。

PSMF NG希望通过分享经验，提高人们的

认识，进一步了解PSMF自全球化以来对行业产生

的实际影响和挑战。在该环节涉及到的各个利益

相关方之间展开充分讨论，可能会有助于破解这一

僵局，例如监管机构（包括检查机构）和行业（稽查

员、QPPV和PSMF协调员和贡献者），进而促进要

求的统一、维护需求的简化，并减少重复工作以及

管理方面的影响。

我们的愿望：简化与统一
我们需要简化的维护流程以及统一且实用的

药物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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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而确保在格式统一、且适用于全球NRA的

PSMF中，恰当地呈现一个公司集全球化与本地化

于一体的PV体系。如有需要，格式需要实现模块

化，并以当地语言提供。例如：

·一个全球性的主文件，可以轻松指导并提供：

·区域性/当地QPPV的详细信息（如适用）；

·公司全球性PV体系的特定描述，该描述适

用于任何地区，并且在受到核查/检查以及监管时，

能够满足相关要求。

·包含PV体系运营和合规性细节的全球性

附件。

·在受到核查/检查以及监管时，需按照相关

要求提供相关的当地/区域性附件。

·“PV体系摘要”的统一模板。该模板由相关

的或当地的QPPV及公司在当地的授权代表签署，

并向监管机构提交，例如申请获得上市或再注册申

请，确保公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例如，七个日历

日）向NRA提供全文PSMF。

结论
PSMF NG内部的讨论不仅反映了PSMF的价

值，也有助于强调提升认识的必要性，从而充分了解

PSMF全球化为业界带来的实际挑战。同时，业界

与NRA之间的对话（例如通过核查/检查以及DIA

等会议平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PSMF NG欢迎

继续就PSMF要求全球化的问题展开对话，包括这

些要求的简化和协调统一。

本文出处：
https://globalforum.diaglobal.org/issue/october-2021/

药物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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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真实世界数据和
真实世界证据的监管利用

由于随机化可确保各受试组具有可比性，并减

少潜在的受试者分配过程中的偏倚，随机化在临床

试验中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获得上市批准，针对药

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性研究应以随机对照的

方式进行，只要此类研究对目标疾病或研究性干预

是可行的，便可作为有效证据产生的基础。

然而，在一些因疾病罕见或其他原因导致患

者人群有限，无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情况下，

PMDA充分利用RWD/RWE进行监管决策。

例如，为了获得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关键性

依据，PMDA进行了以下实践措施：使用客观终点

（如生存率），将非对照研究的数据与观察性研究

（作为外部对照组）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将非干预

研究中的数据与符合研究中心相关试验纳入标准、

但未接受试验药物治疗的患者数据进行比较。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疾病的医疗需求未得到满

足，相关的药物、医疗器械和再生医疗产品仍未得

到开发，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患者人群极其有限。对

此，MHLW 和PMDA致力于进一步促进RWD的利

用，尤其侧重于孤儿药的早期可及性，以及基于药

物、医疗器械和再生医疗产品上市后再检查/使用评

价或再评价结果而申请的上市许可或其它申请。

例如，2014年，PMDA发布了在药物安全性评

作  者：Yasuhiro Fujiwara
作者单位：PMDA Chief Executive
授  权：本文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估中使用医学信息数据库进行药物流行病学研究的

相关指南，并且为了确保药物上市后数据库研究的可

靠性，PMDA在2018年也制定了相应的考量要点。

此外，2015年，日本内阁通过了修订后的“日

本振兴战略”（2015年6月30日内阁决定），通过创

建临床创新网络项目，并基于疾病注册登记信息，

进行临床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了新型

临床开发方法的使用。从那时起，PMDA便与学术

界、MHLW，以及日本医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展开合

作，致力于促进临床创新网络项目的开展，以进一

步推动注册登记研究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药物开

发过程中，当传统随机临床试验不可行时（例如孤

儿药），需要使用到注册登记研究，包括疾病注册登

记和产品注册登记，PMDA于2021年3月制定了两

个相关指南，一是利用注册登记研究进行申请的基

本原则指南，二是为确保用于申请的注册登记数据

可靠性的考量要点。

这两个指南适用于以下情况：根据《药品和医

疗器械法案》，提交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再生医疗产

品的申请或通知时（审批申请、申请复审/中期评估

检查/使用结果评价、再评价申请、附条件批准，以

及有效期批准、修改包装说明书），其中包含的临床

研究文件主要使用的是 注册登记数据。

使用真实世界数据（RWD）和真实世界证据（RWE）评估药物风险并纳入监管决策，

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讨论。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医药品和医疗器械局

（PMDA）一直致力于促进RWD和RWE在医疗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从临床研发批准前

到上市后阶段。

来自医药品和医疗器械局（PMDA）首席执行官的观点

真实世界数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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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上市申请、上市后再评价/使用结果评价

或再评价时，注册登记研究数据可在临床试验中用

作外部对照，或作为临床研究结果的替代数据，以

促进医疗产品的开发。

我们应确保收集到的数据的可靠性，并与使用

这些数据的目的相匹配。基于这些目的使用注册登

记数据时，要充分了解数据特性及数据管理， 避免

错误解读或医疗产品开发相关的错结论。

如果申请人（或申办方/申办方-研究者）考虑使

用注册登记数据来提交上市许可申请或其他产品相

关的申请，申请人应对可能涉及的注册登记研究进

行调查，并在早期向其所有者咨询，从而确定要解

决的问题以及数据使用过程中可能需采取的措施。

申请人和注册登记研究负责人应特别考虑保护个人

数据，包括采用适当的手段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此外，自2017年以来，PMDA便提供了一些新

的RWD/RWE使用相关的咨询服务，例如在设计和

规划上市后研究时，药物流行病学方面的咨询，也包

括了RWD使用的研究。最近两年（2019年和2020

年），PMDA还发起了针对注册登记数据和基于数

据库的研究的相关咨询，不仅适用于药物警戒，还

适用于新药申请。这些咨询服务将为PMDA与利益

相关者（包括行业、研究人员和注册登记研究负责

人）提供一个加深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开

展能够产生适当RWD和RWE的研究。

关于在申请药物注册的审评和科学咨询的递

交文件中使用RWD/RWE的可接受度方面的讨论

在不断增加。

基于这些 经验，PMDA认识到，支持使用

RWD/RWE进行监管决策，有两个重要前提。第一

个前提是RWD在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方面应

可靠并保证高质量。RWD应得到适当的管理，从而

为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请提供充足的研究数据。其

次便是在研究中使用适当的分析方法。这一点应基

于最新的科学知识，并考虑到RWD的特征。

实际上，数据的可靠性及可靠程度取决于它

们在监管环境中被评价或评估的目的（例如上市后

监测、临床试验的外部对照，或是临床研究数据的

补充）。基于RWD进行申请时，为了避免对产品的

利益风险做出错误解释或错误结论，应在充分了解

真实世界数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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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
https://globalforum.diaglobal.org/issue/october-2021/

数据周围环境（例如其特征和管理）的情况下使用

RWD，以确保其符合研究目的。

鼓励行业、注册登记研究或数据库的所有者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咨询服务与PMDA就数据

使用策略提前展开讨论，特别是RWD作为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主要证据，用于递交某个医疗产品的审

批申请或上市后再评价申请时。

通过对上市审批申请和科学咨询进行审查，获

得更多关于RWD应用方面的经验，能够加深申请

者与监管方对RWD重要特征的理解，进而在当前

监管环境中更好地利用RWD，并针对挑战找到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未来，RWD在监管环境中的应用目的和数

据类型将更加多样化；例如，除了产品安全性之外，

RWD还可用于评估产品的有效性，而且RWD的数

量也将不断增加，涉及注册、电子健康记录和其他

健康相关的信息数据库等各个领域。日本将会制定

更多RWD/RWE相关的指南，例如医学数据库在用

于上市批准申请中的一般原则及数据可靠性标准。

此外，根据当前积累的经验，及时响应科学进步，对

现有指南进行更新也是必要的。

2021年4月，PMDA成立RWD工作组（RWD 

WG），该工作组由来自新药审评、药物警戒、非临

床和临床依从性、医学信息学和流行病学办公室等

多个办公室的多学科PMDA专家组成。RWD WG

会对RWD/RWE相关的所有监管问题进行讨论，例

如数据可靠性标准和方法论，促进RWD在日本监

管框架中的应用。该小组不仅在MHLW/PMDA内

部，而且在与利益相关者、学术界和外国监管机构

分享知识和经验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PMDA将继续努力促进RWD/RWE在监管环

境中的适当应用。我们期待展开进一步讨论、国际

合作，并不断积累监管经验，从而促进对药物、医疗

器械和再生医疗产品进行适当的基于RWE的利益

风险评估。

真实世界数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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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EW  

NEW  

NEW  

NEW  

DIA全球会员遍布80多个国家

会员们携手共同合作直面生命科学领域的挑战

Learn More at DIAglobal.org.cn

专属全球月刊和
学术期刊

免费视频课程和
注册优惠

社区活动专区 助力工作与
职业发展

• DIA Global Forum           
国际版月刊，可在线阅读

• DIA Global Forum           
中文版月刊，可下载

• DIA科学期刊                     
《治疗创新与监管科学》   
双月刊，可下载

• DIA中国资源库两个主题    
模块(100+视频课程)

    免费学习
• 会员专享DIA全球年会热点 

视频 (美国、中国和欧洲年会
精选话题)

• 会员专享会议视频(如肿瘤创
新论坛全程视频)

• 会员专享社区直播回放观看
权限 

• 会员专享完整版蓝皮书阅读
权限

• 线上能力建设课程注册优惠
• 全球年会和培训注册优惠

• 优先获得线下学术社区      
沙龙现场机会

• 参与DIA社区每月直播活动

• 有机会免费参加DIA与       
国际知名培训机构的

   联名课程

• 有机会参与DIA定向邀请的
会员活动

• 成为DIA志愿者

• 成为DIA讲者

• 获得DIA青年领袖机会

• 参与组织委员会

• 成为主旨演讲及年会嘉宾

立刻加入 全球会员！

两年期会员
优惠已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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