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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單株抗體藥品
單株抗體藥品：市場最大、成長最快、影響力最高的藥品

全球單株抗體藥品市場成長趨勢 年成長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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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10億美元(billion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440(2013) 83‐98

單位 億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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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策略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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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生藥業的三支箭

借重集團

Lead Product

借重集團
國際運作能力

創新

帶動全方位能力建立

創新產品
國際化

全方位的
追求長期發展

注重創新與實業

穩定的

全方位的
發展能力

注重創新與實業
的股東組合

穩定的
公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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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實、穩定、追求創新與實業的股東結構
承襲UBI/聯亞創新的基因，輸入台塑集團實業的活血

實業巨擘創新團隊

聯亞生技

+
台塑集團 台塑生醫UBI 集團 聯亞生技 台塑集團 台塑生醫UBI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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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21 領導全方位能力

創新研發

臨床試驗市場行銷
L dLead

UB-421

醫藥法規商業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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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建立Centers of Excellence 做為企業發展基礎

臨床試驗中心
竹北生醫園區C棟1F

運籌中心

研發與製造中心
湖口工業園區

台北 101 52F

湖口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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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21建立的先導生產能量使產品線可快速進入臨床

Non-GMP Pilot Plant: 快速將實驗室產程放大到150公升

GMP Pil t Pl t GMP生產臨床試驗用藥GMP Pilot Plant: GMP生產臨床試驗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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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UB‐421 作為先導產品，建立抗體藥品量產能力

LeadLead
UB-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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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製程優化與工業量產技術: 工業合作案

工業合作案 : 09/22/2014 啟動會議

項目 26: 
愛滋感染之治療用單株抗體
(UB-421)之製程優化及放大(UB 421)之製程優化及放大
生產工藝

• 以UB-421為工具進行生產製程的優化至2-3 g/L; 
• 放大到商業生產規模 (2000L)，並轉移、落實此優化和放大製程技術回聯( )

合生物製藥。
• 效益:

 獲得約2 3 kg UB 421藥物用於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獲得約2-3 kg UB-421藥物用於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製程優化技術

 量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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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級商業化量產能力: GE Healthcare as Partner

Single use increases productive time and shortens time to market

Reductions in:
Cleaning & Sterilization

Value Added:

Improvements in:
Q lit li i t X t i ti

Lead to

Engineering cost & lead time
Utility requirements
Validation

Quality – eliminate X contamination
Reduced capital
Reduced COGs
Quality / Regulatory burden

Space & Labor
Waste generation

Reduced time to GMP
Reduction in plant footprint
Multi-product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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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級商業化量產能力: 2016Q3到位

製程優化/量產技術 硬體設施2016年Q3到位

初期 2條 2000L 產線
 年產~100-150 kg抗體, 提

供三期臨床及早期市場需求

可擴充至 12條 2000L產線。
 年產~600 900 kg抗體 供 年產~600-900 kg抗體, 供

全球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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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創造重磅級營收

愛滋病治療用愛滋病治療用 抗單純皰疹病毒抗單純皰疹病毒 創新抗創新抗VEGFVEGF 創新抗創新抗IgEIgE

過敏 哮喘

單株抗體單株抗體
UBUB--421421

單株抗體單株抗體
UBUB--621621

單株抗體單株抗體
UBUB--924924

gg
單株抗體單株抗體
UBUB--221221

適應症 HIV 感染 單純皰疹病毒感染 大腸直腸癌 過敏、哮喘、
蕁麻疹

作用標的 宿主CD4細胞上 單純皰疹病毒 血管內皮細胞 I E作用標的 宿主CD4細胞上
CD4受體區段一

單純皰疹病毒
(HSV)

血管內皮細胞
生長因子(VEGF) IgE

•完成Phase IIa •IND package 
ti開發進度

完成Phase IIa
•Phase IIb IND 
預計2015/Q1

preparation
•Phase I IND預計
2015/Q1

前臨床 前臨床

2012年2012年
全球市場規模
(單位:億美金)

~140 ~40 ~9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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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性藥品平衡發展風險

乳癌治療用 類風濕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大腸結腸癌 淋巴癌
單株抗體
UB‐921

治療用單抗治療用單抗
UB‐721

治療用單抗治療用單抗
UB‐922

治療用單抗治療用單抗
UB‐923

適應症 乳癌 大腸結腸癌 淋巴癌 類風濕性關節炎

原廠藥 H i ® A i ® Ri ® H i ®原廠藥 Herceptin® Avastin® Rituxan® Humira®

開發進度
•Toxicology
•Phase I IND預 製程開發 製程開發 製程開發
計2015/Q4

2012年
全球市場規模 60 80 80 80全球市場規模
(單位:億美金)

~60 ~80 ~80 ~80

14



Lead Product UB-421: 解決愛滋病治療的Unmet Needs

UB-421主要特性:
Competitive 

tentry 
inhibition

Block cell-to-Potentially

UB-421
Block cell-to-

cell  & cell-free 

transmission

Potentially 
reactivate 

latent virus

Effective 
Monotherapy

15



愛滋病治療的Unmet Needs

Activated CD4+ T cells

Resting CD4+ T cells
停止用HAART ，
血中病毒量立即反彈Resting CD4+ T cells 血中病毒量立即反彈

50 copies/ mL

1 / L1 copy/ mL, 
Latent reservoir

愛滋病治療的Unmet Needs:
• 愛滋病患需要HARRT取代性療法(HAART substitution, Drug Holiday)
• 新藥針對Drug resistance

進 步的功能性治療法(F ti l )• 進一步的功能性治療法(Functional 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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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愛滋病治療的Unmet Needs

• HARRT取代性療法必須具備之特性:
 不同於現有HARRT作用於HIV病毒複製的途徑 不同於現有HARRT作用於HIV病毒複製的途徑
 單一藥物治療能有效抑制血中病毒量
 每週、兩週、甚至每月給藥 每週 兩週 甚至每月給藥

• 新藥針對Drug resistance必須具備之特性:
 與現行HAART的垂直療法 (Orthogonal)與現行HAART的垂直療法 (Orthogonal) 
 有效進一步抑制病毒量
 避免新的Drug resistance 產生

• 功能性治療法必須具備之特性:
 能有效抑制HIV病毒cell-to-cell傳播途徑

 能活化潛伏的HIV病毒並阻止其感染新CD4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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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21: Binding Properties

UB-421

D1

Pro140

D2

3TMB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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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21 Phase I 臨床試驗結果

UB-421臨床I期試驗: 
Single Dose/Monotherapy in Treatment Naive Patients

由臨床I期試驗所得到的重要經驗

1

2

UB-421在無發病症狀之HIV-1感染的成年人上，是安全有效的。

UB-421於注射第10天，在一些成年人身上可降低病毒載量大於2 log2

3

UB-421於注射第10天，在 些成年人身上可降低病毒載量大於2 log10

copy/mL 。

UB-421與免疫T細胞結合的持續時間可保持“劑量 v.s.反應”呈正相關

4

之現象。

UB-421擁有一個非常有效的病毒進入 T細胞之抑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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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21 Phase IIa 臨床試驗結果

UB-421臨床IIa期試驗: 
Open-label, Multiple-Dose Trial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and 

Effi f h UB 421 i A i HIV 1 I f d Ad lEfficacy of the UB-421 in Asymptomatic HIV-1 Infected Adults

由臨床IIa期試驗所得到的重要經驗

1 UB-421在無發病症狀之HIV-1感染的成年人上，是安全有效的。

2

3

100%病患病毒載量降低1 log10 copy/ml以上 。

UB-421擁有一個非常有效的病毒進入 T細胞之抑制機制。

• 平均病毒載量降低約2.5 log10 copy/ml。

• 最大病毒載量降低約3.2 log10 copy/ml。

4

g10 py/

UB-421藥物治療8週期間，在足夠的血中藥物濃度下，沒有病毒量反彈
現象， 有效持續抑制病毒量長達8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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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f UB-421 Treatment

 Phase IIb
• To develop a monotherapy for HAART substitution (Drug Holiday)

 Monotherapy for HARRT naïve patients.

 To develop a functional cure strategy  for both early‐HIV‐1‐infected 
d blpatients and patients on stable HAART

 First line of HAART regimen.

T d l t h l i f HIV i f ti i To develop a post 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HIV‐infection in 
• Occupational HIV infection
• Maternal‐fetal transmission of HIV

 To develop a therapy for patients who have HA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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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龍的技術平台，快速轉動產品線商業化

臨床試驗
基因工程

前臨床
試驗高產率

細胞株
生物

活性分析
蛋白質

GMP生產
鑑定

細胞發酵

細胞株

蛋白質
純化

與品管細胞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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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藥物商業轉化實例: Anti-HSV mAb (UB-621)

單純皰疹病毒(HSV)
宿主細胞

( )
HVEM

 全球性的疾病
HSV 1盛行率70％ 90％

UB-621

 HSV-1盛行率70％～90％

 HSV-2盛行率約20％，而社會經濟地位
較低的族群盛行率>60％

gD

較低的族群盛行率>60％

 UB-621作用於HSV病毒gD表面蛋白

HSV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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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藥物商業轉化實例: UB-621

 取得產品授權: 

 2012年底自DCB取得全球專屬市場權利

 取得授權時產品狀態:取得授權時產品狀態: 

 在動物模式證實藥效 (Proof of concept in animal model)

 建立抗體表達細胞株 建立抗體表達細胞株

 尚未開發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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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細胞培養產量提升6倍
Medium optimization and fed-batch culture development

Batch media screeningBatch media screeninggg

Media mixing by DOEMedia mixing by DOE

Hydrolysate screeningHydrolysate screening

Supplements screeningSupplements screening

Optimization of feed mediaOptimization of feed media

Feeding strategyFeeding strategy

Fermentation conditionsFermenta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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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完成純化產程，抗體回收率> 70%

Cell Culture

Cell Removal

mAb CapturemAb Capture

Virus Inactivation and Filtration

Polish

TFF to Concentrate

0.2m Sterile Filtration

Overall recovery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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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完成皮下注射劑型開發
Protein 
Stability:

potency, p y,
impurities, 
profile  Buffer Type:

phosphate, 
acetate

Extractable 
and 

Leachable: acetate, 
citrate, and 
histidine

Leachable:
particles, 
impurities

Excipient:
sugar, 

amino acid, 
f t t

Injection 
Devices: 
vials, 

stoppers, surfactant

Degradation:
deamidation, 

stoppers, 
syringes

,
oxidation, and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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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開發工作與計畫

 完成細胞株建立；GMP細胞株建立及特徵化分析。

 完成醱酵及純化的產程建立，以及分析分法的建立。

 完成高濃度皮注射劑型配方。

 完成100L GLP生產。

 完成毒理試驗及報告。完成毒理試驗及報告

 完成100LGMP生產。

 預計2014年底至2015年初完成 h I IND b i i 預計2014年底至2015年初完成 phase I IND submission

自取得Lead產品授權，於2.5年內完成臨床一期IND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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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商業轉化實例: 第三代anti-IgE 新藥， UB-221 (8D6)

 UB-221源自中研院張子文教授實驗室8D6
 2014年11月聯生藥自中研院取得全球專屬市場權利
 UB-221是第三代anti-IgE 新藥，運用於哮喘和蕁麻疹等過敏治療
 作用機轉

UB 221UB-221

與在B淋巴球 抑制肥大細胞
釋放組織胺及

與在B淋巴球之 中和漿細胞分
泌的游離型之CD23受體

上之IgE結合

釋放組織胺及
其他發炎物質

膜鑲嵌型IgE結
合

泌的游離型
IgE

X l iA ti C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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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lairAnti-CemX



UB-221之競爭力

 Xolair，主要作用在於中和游離型IgE，而達到治療的效果。 Xolair 主要作用在於中和游離型IgE 而達到治療的效果

 anti-CemX/M1’抗體藥物，主要作用在於抑制IgE生成，但無法
中和游離型I E中和游離型IgE。

 UB-221 anti-IgE抗體新藥:
1. 對游離型IgE之親和力高於Xolair，中和游離IgE的能力更好。

2. 能與CD23上的IgE結合，抑制IgE生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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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221之過敏市場潛力

 WAO (世界過敏組織)統計，全世界超過1/5人口、約13.9億人有過
敏相關疾病，預估全球每年抗過敏藥物市場需求超過200億美元。

 Anti-IgE抗體藥物Xolair全球市場可望逐年增加至21億美元。

2018年
專利到期Xolair專利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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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創新研發商業化進而國際化
聯生藥扮演商業化平台

藥物開發藥物開發 臨床試驗臨床試驗

商業量產商業量產商業量產商業量產

聯生藥聯生藥

UBIUBI 集團集團

台塑台塑//長庚長庚集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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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扮演國際化平台



6471

台灣唯一同時掌握

創新抗體產品與製造能量的生物製藥公

司，司

轉換抗體藥物創新研發為堅實事業

成為全方位抗體藥物領導者成為全方位抗體藥物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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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16471

J.P. Morgan 33rd Annu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When:

J.P. Morgan 33rd Annual Healthcare Conference
When:When: 

January 12, 2015 – January 15, 2015 

Where:

When: 

January 12, 2015 – January 15, 2015 

Where:Where: 

San Francisco, CA, USA

Where: 

San Francisco,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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