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衍生产品的病毒安全性
幻灯片 1
本演示文稿将涵盖血浆衍生产品的病毒验证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要求生物制药产品的生产
工艺必须经过验证，以确保其灭活和清除病毒的能力。本演示文稿将对验证研究，以及 FDA 评估此类验证
数据的方法加以概述。
幻灯片 2
本演示文稿将概述当前确保血液和血液制品病毒安全性的方法。重点将放在所生产的产品上，以及病毒验
证和病毒清除如何在确保其病毒安全性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幻灯片 3
为确保输血和所生产的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已设置了多重安全措施，包括筛查供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因素。此外，还使用供体延期登记，以排除来自不合适供体的血液和血浆收集。下一个预防
措施是检测捐赠血液中大家可能熟知的特定病毒标志物。下一张幻灯片中将提供这些病毒标志物的 列表。
所收集的捐赠血液将被隔离，直到得出检测结果。最后，还设有一个监测系统，对所报告的与血液和血液
制品有关的任何类型的不良反应事件进行调查，以确保缺陷得以纠正。
幻灯片 4
该图表显示了输血用血和生产其他血液制品所用血浆所需或推荐的病毒标志物检测。对所捐献血液的检测
要求与所捐献血浆的检测要求略有不同。所捐献血液需检测乙肝表面抗原（HBSA G）
，即乙肝病毒（H B V）
的表面抗原，以及抗乙肝核心抗原抗体（anti-HBc）
。所捐献血液需检测 anti-HBc，但所捐献血浆则不必检
测此项。丙型肝炎（HCV）的检测通过检测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和核酸（HCV-NAT）完成。
“输血用血”和
“进一步生产用血浆”都需要进行这些检测。
艾滋病毒也是如此。我们使用血清学和核酸检测对其进行检测。P24 抗原检测已被艾滋病毒核酸检测（H I VNAT）所取代。对于人类 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I 型和 II 型，
“输血用血”进行血清学检测 ，
“进
一步生产用血浆”不进行血清学检测。血液需要进行西尼罗河病毒核酸检测，对“进一步生产用血浆”的
西尼罗河病毒核酸检测不进行要求或推荐。
幻灯片 5
关于本次演示文稿的重点—血浆衍生产品，除了前面概述的五重安全措施之外，还有另一个确保这些产品
病毒安全性的重要步骤—在这些产品的生产工艺中纳入病毒清除步骤。对于任何生产产品，申办者都需要
展示其生产工艺清除与该特定产品有关的病毒的能力。当然，除此之外，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cGM P ）
也适用于生产的产品。关于病毒清除，FDA 需要企业确保病毒灭活产品与非灭活产品相隔离。
幻灯片 6
病毒清除的目的，以及 FDA 要求进行病毒验证研究的原因是为了提供证据，以证明生产工艺有能力有效
地灭活和清除令人担忧的病毒，即可能在供体体内发现的致病病毒。这些是目前供体被筛查的病毒。清除
步骤的目的是清除生产原料中可能存在的残留病毒。例如，当一个阳性捐献被不经意地使用，或一个阳性
捐献因处在血清学和核酸检测“窗口期”而检测结果为阴性时，病毒清除可以确保病毒不会进入最终产品。
除了清除已知的致病病毒之外，病毒验证研究还应表明病毒清除步骤的强健性，即可以清除或灭活未知的
病毒，或未对供体进行检测的病毒。这可以通过验证研究证明，显示生产工艺可以清除具有不同理化特性
的多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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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7
需注意，病毒清除指的是病毒灭活和/或去除。特定生产工艺中的病毒清除步骤可能是有意设计的 -也就是
说，为了清除病毒，这些步骤已经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例如，这些步骤可以是化学灭活，如溶剂清洁剂
处理，是为了清除病毒而采取的步骤。另一个例子是过滤，比如纳滤，旨在去除病毒。另一个是终端热处
理，也用于多个产品。
然而，生产工艺中的一些病毒清除步骤可能并不是明确的为了清除病毒的目的，而是作为整个蛋白质净化
步骤的一部分，且被证明这些步骤也有助于清除病毒。例如，血浆衍生产品和重组产品生产工艺中的一些
沉淀和分离步骤也具有病毒清除能力。另一个例子是，低 pH 值处理也被证明有助于清除病毒。
在估算特定生产工艺的总体病毒清除能力时，将分别评估每个清除步骤。特定工艺的总对数去除率是工艺
中各个清除步骤的总和。这些不同步骤应与不同的、独立的机制一起发挥作用，以达到叠加效果，且不应
过高估计生产工艺的清除能力。
幻灯片 8
接下来的几张幻灯片将涵盖 FDA 期待看到的生产工艺中进行病毒清除的现行策略，
重点在血浆衍生产品。
第一步是选择要进行研究的病毒。显然，人们想要研究的是与产品以及起始物料相关的病毒。然后，需要
确保有验证的分析方法，以便检测和确定所研究病毒的滴定度。
病毒验证研究不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而是在生产环境之外的实验室内进行的，目的是防止病毒进
入生产区域。FDA 关注的重要验证部分之一是小规模或实验室规模模型与实际生产过程的相关性。一旦确
定了这一小规模与实际生产过程步骤的相关性，那么将在特定的清除步骤中加入高滴度的测试病毒。测试
病毒可能是相关病毒，也可能是模型病毒。
最后一步是确定所验证步骤的病毒对数去除率。
幻灯片 9
如前所述，不同的步骤是分别验证的。整个生产过程的病毒总对数去除率是由各步骤的对数去除率总和决
定的。在评估病毒清除研究时，FDA 希望确保给定小规模清除步骤的关键参数与实际生产过程相同。为此，
FDA 会要求生产企业提供两种规模关键参数的一对一比对。如前所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小规模与实际过
程的相关性。如果小规模不能模拟实际过程，那么整个试验在保证病毒清除方面是无效的。
幻灯片 10
提交给 FDA 的验证文件应包括所研究病毒的选择以及选择这些病毒的理由说明。显然，测试病毒应该与
起始物料相关。如果产品是基于细胞培养的-即重组产品-那么在组织培养中可能发现的病毒应该被用于验
证研究。而且，如果该产品来自人体，则应该关注可能存在于血液和血浆中的致病病毒，尤其是那些在供
体层面检测的病毒。这种方法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行。例如，一些致病病毒可能不会在细胞培养中
生长。因此，合适培养基的可用性可能会限制验证研究中所用病毒的选择。
幻灯片 11
一些病毒可能在培养过程中生长不良；也就是说，它们永远不会达到验证研究所需要的高滴度。此外，对
于部分病毒而言，可能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准确测定病毒滴度。
总体而言，选择病毒进行验证研究的方法是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相关病毒。相关病毒更接近于发生实际污
染的情况下我们预期存在的病毒。如果使用相关病毒不可行，那么将使用模型病毒替代实际关注的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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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12
适应于验证研究的病毒可能与关注的野生型病毒表现不同。如果必须使用模型病毒，那么最好使用已被证
明对灭活更有抵抗力的模型病毒，如果验证的是灭活步骤的话。如果要验证去除能力，模型病毒的选择应
基于大小以及与相关病毒的理化相似性。现在趋向于使用有更好对数去除率的模型病毒。如前所述，如果
对于一个所关注的病毒，有多个不同的模型病毒可以选择，则应该选用更具抵抗力的病毒。
幻灯片 13
针对血浆衍生产品，FDA 希望并要求生产企业在进行病毒验证研究时使用以下病毒:
艾滋病毒。FDA 要求必须使用该病毒，且应该将其纳入涉及人源性产品的所有病毒验证研究中。
至于乙型肝炎病毒（HBV）
，该病毒不会在培养基中生长，也不存在乙型肝炎病毒的特定模型。但是，有足
够的数据表明，少数大型 DNA 病毒可以代表乙型肝炎病毒。过去，黑猩猩被用来研究乙肝病毒的清除。
然而，目前不要求或不必要用黑猩猩研究来进行 HBV 清除验证研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某些病毒来说，
已确立的病毒灭活和去除方法的有效性已得到很好的证实。在进行病毒验证研究时，FDA 希望确保生产企
业能够将已经证实的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其生产过程中，并达到对已知病毒的预期清除水平。
丙型肝炎病毒。该病毒也不会在培养基中生长，因此有一些可接受的模型病毒可用于清除验证。
甲型肝炎病毒会在细胞培养中生长，因此 FDA 期待企业在其验证研究中使用这种真正的病毒。
细小病毒 B19 是一种无包膜病毒，也有一些小的无包膜病毒被用作 B19 的模型病毒。
简而言之，病毒验证研究的病毒选择应包括艾滋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使用实际病毒）
，以及乙肝病毒、丙
肝病毒和 B19 病毒（使用模型病毒）
。至于 B19，你可能了解到 B19 的一些培养基仍然被认为是实验性的。
因此，我们期望生产企业能够依靠模型病毒来验证 B19。与培养的 B19 相比，B19 模型病毒通常具有较高
的抗灭活性，因此更适合于灭活研究。
幻灯片 14
小规模或实验室规模验证是需要评估的整体病毒验证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小规模应包括实际过程
中出现的所有关键参数。例如，在色谱法中将考虑体积、大小和几何结构的相对值。在过滤过程中，对于
小规模的研究和实际的生产过程，要求压力、通过过滤器表面积的体积和流量相同。在实验室规模和生产
规模中，温度、培养时间等绝对值应相同。
幻灯片 15
设计小规模研究时，也需要通过观察某些产品特性来进行验证，如产品的回收。总的来说，小规模的生产
方法应该尽可能地反映大规模的生产过程。此外，应该在没有病毒的情况下执行多次运行，以确保小规模
实际上代表所考虑的实际步骤。还应该与实际过程进行一些数据比较。如果小规模和实际规模之间存在一
些不可避免的预期差异，那么应该提供相应的验证研究，以表明该变化不会影响整体的病毒清除能力，也
不会高估杀灭病毒或去除病毒的能力。同样，如前所述，需要确保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工作代表了实际的生
产过程步骤。
幻灯片 16
在灭活的情况下，验证应提供灭活的动力学和程度信息。动力学数据会显示灭活的速度和效率。例如，将
PRV 在 60 度下加热灭活 10 小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对两种不同的产品进行灭活，从而达到相同的病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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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水平。动力学研究可能表明，对于一种产品，失活可能发生在前 30 分钟之内，而对于另一种产 品，失活
可能会在 10 小时后才能实现。当生产企业使用较高浓度的稳定剂时，病毒灭活的速度可能会变慢，因为
这种稳定剂也能稳定病毒。此时的动力学数据表明，灭活对一种产品更强劲和有效，而对另一种产品则不
那么强劲有效。因此，从动力学研究中得到的数据对于确定该步骤是否有效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去除步骤，FDA 希望了解病毒被移除后的位置。
幻灯片 17
总的来说，对于血浆衍生产品，FDA 认为生产过程至少应包含两个清除步骤。去除步骤很难按比例缩小和
验证，它们本身也不那么可靠。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完全依赖去除步骤进行病毒清除是不可接受的。至
少一个清除步骤必须是灭活。
由于很难去除 B19 和甲型肝炎病毒等无包膜病毒，而且因为这些病毒未被灭活，尤其是 B19，因此生产过
程中至少要包括一个去除步骤。当然，这取决于产品的类型。一些产品被认为被非包膜病毒污染的风险较
高。而对于其它产品，这种风险非常小。因此，需要多大的去除能力取决于生产工艺和产品。
幻灯片 18
另一件应该考虑的事情是评估生产过程变化对工艺病毒清除能力的影响。当 FDA 收到报告工艺变更的补
充文件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变化对整体病毒清除的潜在影响。因此，如果生产和纯化工艺发生了变化，
那么应当确定这些变化对病毒清除的影响，这可能需要进行新的病毒验证研究。
幻灯片 19
本幻灯片概述了有效的病毒清除步骤的总体标准。需要大量的病毒清除。病毒清除步骤如果可重复且可控
制，则认为步骤更有效。尤其是如果这些步骤可以很容易地缩小规模和进行验证，则将提高其确信度。大
多数灭活步骤都属于这一类，例如，溶剂洗涤剂处理和热处理。证明清除方法有效的另一个标准是显示对
产品质量和产品效力的影响最小。本质上，需要清除病毒，但不应损坏产品，不应降低产品的效力。此外，
清除步骤不应产生可能导致免疫原性的新抗原。
幻灯片 20
利用验证数据可以估计生产工艺清除病毒的能力。验证并不能使产品更安全，而是提供了安全性的 保证。
需要注意，验证研究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例如，验证研究使用的病毒株可能与野生型不同。大量研究表
明，即使是同一病毒的不同毒株清除程度也可能不同。验证研究中使用的缩小规模的模型，或实验室模型，
可能并不完全代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步骤。还有一种可能是高估病毒杀灭和病毒清除能力。
应当考虑的另一个局限性是过滤去除，它可能随着过滤过程的进行而下降。例如纳米过滤步骤，在这个步
骤中，对初始量的过滤产品清除病毒的能力可能不同于后续量的产品。这种现象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
证实。这些是评估病毒验证研究时需要考虑到的局限性。
幻灯片 21
尽管存在上述的局限性，但总体的病毒清除步骤已为包膜病毒提供了极好的病毒安全性。已证明现有的灭
活方法在清除包膜病毒方面非常有效。
然而，在清除甲型肝炎病毒和 B19 等无包膜病毒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其原因是，大多数已确立的灭
活步骤对无包膜病毒没有或几乎没有效果。例如，热处理对甲型肝炎病毒有一定的效果，尤其在溶液中加
热或使用巴氏杀菌法时。然而，热灭活对 B19 无效，正如使用 B19 模型病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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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22
B19 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它是一种小型的无包膜病毒，对灭活有抵抗力，而且由于它的体积
较小，因此很难去除。此外，该病毒在血浆生产原料中可能以非常高的滴度存在。
小孔径的纳米过滤器可以很大程度上去除 B19。然而，对于我们所处理的大多数产品来说，使用小孔径过
滤器可能并不现实，因为它们的分子尺寸较大，也因为在合理的时间长度内，通过小孔径过滤器来过滤大
量产品是不现实的。
幻灯片 23
关于 B19，FDA 建议应检测出含有高度 B19 DNA 的源血浆单位，并将其排除在生产原料池之外。这是通
过小型池检测实现的。B19 NAT 检测只有在血浆用于进一步生产时进行。目前，用于进一步生产的血浆捐
献将以小池形式进行 B19 检测，任何含有一定水平的 B19 DNA 的单位将被排除在生产原料池之外。生产
原料池中 B19 DNA 的总限量是每毫升 4 对数。筛查 B19 DNA 的原因是感染单位的病毒滴度较高，而且由
于病毒体积较小，对灭活有抵抗力，因此很难去除或灭活。生产原料池中有限的 B19 DNA 含量，加上池
中的抗 B19 抗体，以及生产过程中其他病毒清除步骤的作用，预计将消除或大大减少残留病毒，并降低
B19 病毒感染的风险。
FDA 发布了一份指南文件，概述了 FDA 关于生产产品中 B19 的建议。
幻灯片 24
接下来的几张幻灯片中有一系列您可能发现有用的参考资料、指南和联系方式。
幻灯片 25
此张幻灯片列出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幻灯片 26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此处列出的联系信息。
幻灯片 27
你可在所列网站中查询到更多资料。
幻灯片 28
有关“血浆衍生产品的病毒安全性”的演示文稿到此结束。
在此感谢为其制作做出贡献的人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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