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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戰略發展藍圖是指導美國聯邦機構及利益相關者為化學品及醫療產品安全性及

風險評估尋求採取新⽅案的⼀項資源，從⽽改善⼈類相關性並取代或減少動物的使

用。本文檔的編制採納了來自 16 個聯邦機構成員、多個跨部門工作組成員的意見，

以及公眾的相關意見。因此，它代表了⼀定的共識，但未必反映任何特定機構或工

作組的意見或政策，也不應被當作任何聯邦機構的⼀項承諾。 

 

簡介 

美國各監管機構負責保護⼈類健康與環境。鑑於此，各機構必須確定各類健康危害。

這些危害以諸如殺蟲劑、消費品、化妝品、藥物、醫療設備、工作場所化學品及運

輸中的化學品等物質為代表。檢測這些物質能提供潛在危害物的相關訊息，並能就

負責任的製造、使用、儲存及處理做出知情決策。 

 

許多⼈目前接受的是使用實驗室動物來評估潛在危害物的⽅法。然⽽，基於動物的

檢測有許多已知的局限性：可能代價昂貴又耗時，會引起道德倫理⽅面的問題，⽽

且並不總能識別出與⼈類相關的毒性影響。 

 

⼀ 份 具 有 開 創 性 的 國 家 研 究 委 員 會 報

告——「21 世紀的毒性檢測：願景與戰略」

（NRC 2007），已為評估化學物質對⼈類

健康的影響，展望出⼀個更有效、更具預

言性且更經濟的系統。自該份報告發表後

的這十年以來，對科技發展和生物醫學研

究的投資已產生了變革性的科學突破。但

這些進展還尚未對我們預測因暴露於化學

品及醫療產品⽽造成有害⼈類健康影響的能⼒帶來類似的改善。這⼀有限的轉化影

響可部分歸因於相關機構的實踐無法與快速的科學發展齊步並進。21 世紀的科學

能⼒和安全性評估對動物數據持續依賴之間的差距沒有得到處理，可能會妨礙我們

利用如 ToxCast 和 Tox21 項目、國家衛生機構（NIH）組織晶片項目及精確醫療行

動計劃所帶來的卓越發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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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檢測⽅法採用非動物性檢測系統或使用種系發育較低級物種來代替對動物

的使用，減少某項具體檢測中所需的動物數量，或改善動物使用以減少或去除疼痛

或痛苦。取代、減少及改善動物使用，又稱「3R」，是生物醫學研究中 50 多年來的

重要原則。最近，術語「新測試⽅法」（NAMs）被採納，泛指可用來提供化學危

害及風險評估資訊的任何非動物技術、⽅法論、⽅案或這些技術⽅法的結合。這些

新⽅案包括檢測與評估的整合⽅案（IATAs）、數據解釋的明確⽅案，以及基於表現

的檢測⽅法評估。 

 

替代⽅法驗證跨部門協調委員會（ICCVAM）於 2000 年在 ICCVAM 授權法案（《2000

年的 ICCVAM 授權法案》）的規定下正式成立，作為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院

（NIEHS）的⼀個常任委員會。ICCVAM 的使命是協助取代、減少或改善動物使用

檢測⽅法的開發、驗證和監管接受。該委員會由來自 16 個美國聯邦機構的代表組

成，這些機構使用、產生或傳播毒理學及安全性檢測資訊。國家毒理學項目評估替

代毒理學⽅法的跨部門中心(NICEATM1)為 ICCVAM 提供科學上和行政管理上的支

持。《ICCVAM 授權法案》還規定了設立替代毒理學⽅法科學顧問委員會(SACATM2)，

由具體利益相關團體中的代表就法案相關活動為 ICCVAM 和 NICEATM 提供建議。 

 

在 ICCVAM 的最初 15 年裡，對新⽅法的評估

採取的是⼀種線性的逐步篩選的驗證模式，該

模式被證實是冗⻑、無效且資源密集的。我們

再也無法單獨依賴這⼀模式來達到聯邦機構的

要求。⽽且，它與許多現代毒性檢測⽅法不相

容，現代毒性檢測⽅法更少強調用單⼀替代⽅

法來取代活體試驗，⽽更多強調結合了套裝分

析、電腦模擬⽅法和電腦模型的 NAMs。隨著我們向前發展，進入為 NAMs 建立

信心的新模式中，理解並處理好歷史⽅法的缺陷是至關重要的。 

 在過去，開發替代⽅法常常是由研究⼈員和檢測⽅法開發⼈員發起，很少採納終

端用戶（聯邦機構和受監管的各行業）的意見。這種對監管需要的缺乏理解，尤

其是對各種使用情境缺乏理解，傾向於產生不足以滿足終端用戶檢測要求的⽅法。

結果，這些⽅法既不被聯邦機構或代理機構所接受，也不被受監管的團體使用。 

 

 

 

 
1 https://ntp.niehs.nih.gov/pubhealth/eval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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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p.niehs.nih.gov/about/org/sac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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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NAMs 的發展以確保適用性為「最終目的」，那麼得到監管接受和行業採納

的可能性才會⼤⼤增加。實現這⼀目標需要終端用戶在研究與發展過程中積極參

與。同樣地，聯邦機構就他們的資訊要求、使用情境和接受以 NAMs 代替傳統

基於動物檢測的意願提供清晰指導，是至關重要的。 

 以前由 ICCVAM 協調的驗證努⼒，通常堅持指導文件（GD）34 中所述的原則，

有關對危害評估的新檢測⽅法或更新檢測⽅法的驗證及國際接受的指導文件是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05）發布的。GD34 在有效性研究的設計與

實施上提供指導，包括對可靠性、重複性和相關性的評估。遵守 GD34 旨在改善

監管接受的⽅便性和有效性，並將新⽅法納入 OECD 檢測指導⽅針。儘管 GD34

通過對驗證採用⼀種「模組⽅法」⽽允許了較⼤的靈活性，但這種靈活性不常應

用於 ICCVAM 協調的有效性研究，這⼀實踐主要歸因於這些研究的代價和持續

時間。此外，於 2005 年發布的 GD34 並未完全考慮到許多現代技術與⽅案驗證

評估所需的全部注意事項。儘管 GD34 在不遠的將來還會繼續作為默認的驗證標

準，把 21 世紀科學及時結合到現代風險評估和危害識別中去將需要對 NAMs

樹立信心的新⽅案，NAMs 能將 GD34 中所述的⾸要原則以⼀種更靈活⽽有效

的⽅式融入。 

 有史以來，⼤部分有效性研究都是由⼀個中心組織協調的（如：NICEATM）。在

許多情況下，也許讓其他組織或機構協調 NAMs 的評估會更為合適。往後，美

國需要開發⼀種為 NAMs 建立信心的⽅案，從⽽更適合於利用其⼤量但高度分

散的資源。 

2013 年，ICCVAM 經歷了⼀次戰略性轉變，旨在為新檢測⽅法調整有效模式，從

⽽更富有成效、更好地響應利益相關者，並有更多國際參與。這⼀轉變引導 ICCVAM

去考慮⼀個綜合性的美國國家戰略如何能有助於實現 2007 年國家研究委員會報告

中所明確表達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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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毒性檢測建立新⽅案開發戰略性發展藍圖的理念是在 2015 年的 SACATM 

會議 3 上提出並得到贊同的，又在 2016 年的 SACATM 會議 4 上得到進⼀步拓展。

為這⼀共識採取行動，來自 16 個機構和多個跨部門工作組的聯邦科學家匯集於

2017 年 2 月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 NIH，討論並發展毒性檢測新戰略的主要元素，

使毒性檢測能改善⼈類相關性並減少對動物的使用。 

 

該戰略的⾸要目標（其細節詳見後續段落）是加快 NAMs 的發展和使用，使所提

供的資訊與⼈類健康更加密切相關，⽽不是目前基於動物的⽅法。儘管當前的集中

點是⼈類健康，但廣義的框架可應用到毒理學的其它學科，如生態毒理學。以⼈類

相關性為重點將會適時地除去動物檢測的需要，並同時降低產品開發和註冊的成本。

戰略性發展藍圖將有助於建立 NAMs 的使用，為支持 NAMs 的發展、評估和使用

提供概念性框架，並輔助政府機構、利益相關者和國際合作夥伴之間的交流與合

作。 

 

戰略發展藍圖 

為促進利用 21 世紀科學來保護並改善公共健康，聯邦機構及利益相關者將同心協

力，為促進發展、建立信心並確保使用毒性檢測的新方案（能改善人類健康相關性

並減少或除去動物檢測的需要）⽽構建⼀個新框架。這些新方案的成功制訂與實施

將需要協調努力，共同強調下述三大戰略目標。 

1) 將終端用戶與 NAMs 的開發人員聯繫起來。NAMs 的成功實施將有賴於行業合

作夥伴和聯邦機構共同做出的研究與開發努⼒。目前，科技的出現經常是在尋找⼀

個問題的解決⽅案。為了增加 NAMs 成功制訂和實施的可能性，監管機構和最終

將會使用到新技術的受監管行業應當更早地與檢測⽅法開發

⼈員進行互動，並持續參與科技開發的整個過程。 

 識別出預期的檢測要求。各機構和行業利益相關者應共同

合作，為安全產品開發與註冊找出並交流他們所預期的科

學與技術需要。 

 鼓勵建立專為替代方法的開發⽽制定的撥款評審標準。

NAMs 的經費發展應在科研與發展過程中盡可能早地開始。然⽽，目前⼤部分的

撥款評審程序是專為涉及動物模型的研究⽽設立的。為了更好的支持 NAM 的發

展，應探索影響聯邦政府對 NAMs 經費分配的程序。 

 

 

 3 https://ntp.niehs.nih.gov/ntp/about_ntp/sacatm/2015/september/minutes20150902_508.pdf. 
4 

https://ntp.niehs.nih.gov/ntp/about_ntp/sacatm/2016/september/minutes20160927_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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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改善終端用戶和研究人員之間交流的機制。能夠立即採取的成本效率最高且

影響最⼤的行動之⼀是在改善終端用戶和檢測⽅法開發⼈員之間的對話上下功

夫。聯邦機構和行業利益相關者應協作開發項目和程序，以鼓勵檢測開發⼈員和

終端用戶之間的開放性對話。例如：終端用戶可以主辦研討會或系列網路講座，

以找出機構和行業的輕重緩急為目標，並同時舉出受監管檢測空間內外的使用案

例。 

 

2) 培養使用有效、靈活且穩健的實踐，以為新方法樹立信心。利益相關者和聯邦

機構應共同合作，從早期的產品開發到最終的預期用途，採用靈活、穩健及整合⽅

案，為 NAMs 樹立信心。 

 清晰地描述檢測要求和使用情境。有效性（驗證）從定義

上看是指為某個具體的預期用途建立適合性。然⽽，從單

⼀指導⽅針動物檢測得到的數據可用於多重目的，這些在

開發⼀個替代⽅案時都應考慮到。未考慮到最終使用情境

是機構和行業採納 NAMs 不足的最頻繁引用的原因之⼀。

因此，各機構應清晰地說明其需要，並給出動物研究和

NAM 中數據可用的所有可能情境，是至關重要的。 

 為樹立信心⽽促進對新方案的使用。各機構和利益相關者應用過去的經驗作為指

導，為某個特定的 NAM 評估適合性，開發出更靈活⽽有效的程序。開發這些新

⽅案應以⼀種合作、透明且包容的⽅式進行。要做到這⼀點應採取的行動包括： 

– 投資能為以⼈類生物學、暴露和機械相關性（如：作用⽅式、危害結局路徑）

為驅動且不依賴於以動物數據參考評估表現的 NAMs 樹立信心的⽅案 

– 建立論壇，以討論加快對現已為行業所使用的內部篩選⽅法監管接受的最佳

⽅案 

– 為機構和利益相關者提供案例研究，闡明替代⽅案如何得到成功評估或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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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公私合作關係來推動跨部門交流與合作。NAMs 的成功發展將有賴於聯邦機

構和利益相關者通過公私合作關係進行密切合作的能⼒，以協助知識與數據的分

享。把合作延伸至私營部門將會使整個產品開發和註冊週期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

融入到新檢測⽅法的開發與應用中去。此類合作還將會使 ICCVAM 各機構及其

利益相關者的資源和集體專⻑被用於解決整個產品行業的平行檢測需要和要求，

提供影響替代檢測⽅法的研究與開發、接受和實施的機會。這些合作能夠，例如： 

– 識別並核對高品質⼈類毒理學和暴露數據的資源 

– 創建可供公眾⽅便使用的集中化數據訪問點 

– 積極地從動物研究和替代⽅法中獲取平行數據的提交與核對 

 

3) 通過聯邦機構和監管行業，來鼓勵對新方法和方案的採納和使用。無論是在聯

邦政府內，還是在國際上，聯邦機構和利益相關者都需要在促進對 NAMs 的成功

採納和使用上發揮積極作用。 

 有關對 NAMs 的接受，提供清晰的語言。行業利益相關者

指出，在監管接受狀態上缺乏清晰的指導是妨礙 NAMs 使

用的⼀個重⼤因素。各行業如不確定其數據是否會得到監

管⽅的接受，則無法期待他們去使用新的⽅法。為了協助

行業使用，各機構應對從 NAMs 中得出數據的使用和接受

提供清晰的指導。 

 與國際合作夥伴協作，以促進全球和諧化和監管接受。在全球經濟中，個體國家

為發展 NAMs 所做出的努⼒在新⽅法沒有得到國際採用的情況下是影響甚微的，

因為各個公司總是會按照⼤多數保守國家的要求來檢測。與國際合作夥伴開展頻

繁且透明的交流將會確保 NAMs 的開發與評估是和諧的，並在可行的情況下，

將國際監管的要求考慮在內。在替代檢測⽅法的國際合作（ICATM）上已有⼀個

適合於此類協作的論壇，它是為促進各個國家驗證組織之間的對話⽽建立的。除

了與 ICATM 合作夥伴的互動以外，各聯邦機構還將繼續高度參與到 OECD 檢測

指導⽅針項目中，逐步強調為對 NAMs 樹立信心⽽開發新⽅案的需要，包括使

用基於表現的檢測⽅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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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刺激和推動 NAMs 使用的程序。只是建立科學資訊常常不足以使各聯邦機

構或行業合作夥伴放棄基於動物的⽅案⽽去採納 NAMs。在承諾採用 NAMs 之

前，有許多實際的非科學因素必須得以考慮，例如：對歷史上結果的信心、法律

⽅面的考慮及和諧化問題。NAMs 的成功實施將有賴於各機構及利益相關者共同

合作，去識別這些因素並發展能使 NAMs 得到廣泛使用的解決⽅法。例如，應

為進行或評審毒理學研究的工作⼈員建立使用某個新⽅法的培訓項目。 

 為優化各項活動、監控進展和衡量成功找出合適的衡量標準。無論是減少動物數

量，還是改善⼈類相關性，所有對 3Rs 的努⼒所面臨的⼀個挑戰是確定所述目標

的實際影響。因為量化被用於毒性檢測的動物的能⼒有限，衡量新檢測⽅案的實

施影響在美國尤其困難。儘管存在這些障礙，也許存在可用於預估某⼀給定活動

影響的機構具體機制，如追蹤某項特定動物檢測的放棄數量。為了評估這項國家

戰略的影響，需要建立有效的衡量標準來追蹤進展並為衡量成功識別目標標準，

⽽無需建立附加的監管負擔。 

 

實施 

ICCVAM 設立臨時專項工作組來執行委員會所

識別出的對 NAMs 的發展或驗證較為重要的具

體任務，並預期 ICCVAM 工作組將在實施戰略發

展藍圖的目標上發揮關鍵作用。工作組由（從相

關主題使用或獲取數據的）各機構的代表擔任主

席。這些主席負責開發工作組的規模和監管，然

後獲得 ICCVAM 的評審和批准。ICCVAM 成員

機構和 ICATM 合作夥伴（EURL ECVAM、日本

替代⽅法評估中心、韓國替代⽅法評估中心和加

拿⼤衛生部）隨後受邀參加工作組。 

 

ICCVAM 工作組將制定出詳細的實施計劃，以達到發展藍圖目標，適用於具體的毒

理學關注目標。這些實施計劃將包括四個關鍵要素：(1) 檢測需要的定義；(2) 任

何可用替代檢測和電腦模型的識別；(3) 發展 IATAs 的計劃和為解釋數據⽽定義的

⽅案；以及 (4) 解決科學和非科學性挑戰的計劃，包括監管挑戰，如國際和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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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在發展藍圖過程中的至關重要性，將制定⼀項交流計劃，以

擴⼤對戰略發展藍圖的認識，邀請並參與到戰略發展藍圖中去。該交流計劃將在整

個利益相關群體中確保對發展藍圖相關活動和成果進行及時的具體項目交流。建立

在定期的 ICCVAM 公眾活動計劃表（其中包括 SACATM 年度會議、ICCVAM 公眾

論壇和 ICCVAM 團體實踐網路講座）之上，該交流計劃將利用各種機制來協助涉及

發展藍圖實施的廣泛觀點交流，這可能包括專題研討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新文

章及其它資訊、基於網頁的問卷調查和評論表格。 

 

戰略路線圖的制訂 

2013 年的「重塑」ICCVAM（Birnbaum 

2013）給委員會的定位是為其利益相

關者的需要帶來更多協助與響應。在之

後的幾年裡，ICCVAM 的活動變得更集

中於各機構的需要，並為與來自學術界、

非政府組織和受監管團體的利益相關

者在這些活動 中進行 協作⽽做出努

⼒。 

 

⼀個完全融入更高端非動物能⼒的協調戰略和發展藍圖的理念最初是由 GSK 的

Brian Berridge 在 2015 年的 SACATM5 上提出。這樣⼀個戰略將需要建立國家跨

部門框架來支持並工業化創新型非動物技術，⽽且會受益於公私部門的參與。在認

識到⼀系列挑戰存在的同時，SACATM 和利益相關者都對發展藍圖的努⼒表示了支

持。SACATM 為 ICCVAM 分派了任務，繼續發展⼀項戰略。 

 

因此，在 21 世紀實施受監管毒性檢測展望的⼀項戰略是 2016 年 SACATM 會議 6

的主要焦點。這次會議上的討論集中於拋棄動物模型毒性檢測、採納新替代⽅法的

障礙、建立公/私合作關係的⽅案，以及制定國家戰略接下來的步驟。 

 

由於得到了 SACATM 在 2016 年會議上所表示的持續支持，ICCVAM 進入了⻑達

⼀年的制定發展藍圖的過程。這⼀過程涉及來自 16 個聯邦機構代表和多個跨部門

工作組的參與，並含有為利益相關團體成員對文件提供書面和口頭意見的多重機

會。 

 

 
5 https://ntp.niehs.nih.gov/ntp/about_ntp/sacatm/2015/september/minutes20150902_508.pdf 
6 

https://ntp.niehs.nih.gov/ntp/about_ntp/sacatm/2016/september/minutes20160927_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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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年 2017 年的第⼀個季度期間，ICCVAM 起草了⼀份使命與展望陳述，並在

2017 年 2 月舉行的⼀次研討會之前向發展藍圖規劃組發布。發展藍圖規劃組由

ICCVAM 成員和（在 NAMs 上涉及利益和具有專⻑的）ICCVAM 機構的其他僱員

組成。在 2017 年 2 月的會議上，發展藍圖規劃組對使命與展望陳述做出了評審和

意見，並開始為該發展藍圖制定輪廓。 

 

公眾為發展藍圖給出意見的⾸次機會出現在 2017 年 3 月舉行的毒理學年會上⼀次

由國家毒理學項目主辦的名為「為評估美國化學品和醫療產品的安全性建立新⽅案

制定戰略發展藍圖」的會期之中。公眾在發展藍圖制定期間給出意見的後續機會出

現在 ICCVAM 公眾論壇 7（於 5 月 23 日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 NIH 進行）和美國

國家毒理學項目科學顧問委員會會議 8（於 6 月 29 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研究三角園的

NIEHS 進行）上。 

 

⼀份發展藍圖草案於 8 月 14 日在 NTP 網站發布，以供公眾提供意見；該草案又在

2017 SACATM 上進行了討論（於 9 月 18-19 日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 NIH 進行）。

從 SACATM 和公眾那裡收集到的意見被納入了⼀份經 ICCVAM 委員會成員評審的

最終草案。 

有三份提及該發展藍圖成就的聯邦公報通知在這期間進行了發表： 

1. 82 FR 19071 – ICCVAM 公眾會議通知；請求提供公眾意見(2017 年4 月 25日； 

https://ntp.niehs.nih.gov/ntp/pressctr/frn/2017/82frn78atm20170425.pdf

) 

2. 82 FR 20484 – 美國國家毒理學項目科學顧問委員會；會議公告；請求意見

(2017 年 5 月 2 日；

https://ntp.niehs.nih.gov/ntp/pressctr/frn/2017/82frn83bsc20170502_ht

m.pdf) 

3. 82 FR 37885 – SACATM；會議公告；請求意見(2017 年 8 月 14 日；

https://ntp.niehs.nih.gov/ntp/pressctr/frn/2017/82frn155sacatm2017091

8_htm.pdf) 

為評估美國化學品及醫療產品安全性建立新⽅案的戰略發展藍圖便是這⼀努⼒的

最終產品。ICCVAM 成員於 2017 年 12 月對最終文件進行了評審，並於 2018 年 1

月將該文件發佈在美國國家毒理學項目網站上。 

 

 

 
7 

https://ntp.niehs.nih.gov/pubhealth/evalatm/3rs-meetings/past-meetings/pubforum-2017/iccvamforum-2017.html 

8 
https://ntp.niehs.nih.gov/ntp/about_ntp/bsc/2017/june/minutes20170629_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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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VAM 由來自以下機構的成員組成： 

美國毒物與疾病登記署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院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美國農業部 

美國國防部 

美國能源部 

美國內政部 

美國交通部 

美國環境保護署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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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縮略詞與縮寫 

3Rs 在研究和檢測中取代、減少和改善動物的使用 

EURL ECVAM 歐盟動物試驗替代⽅法參考實驗室 

GD 指導文件 

IATA 檢測與評估的整合⽅案 

ICATM 在替代檢測⽅法上的國際合作 

ICCVAM 替代⽅法驗證跨部會協調委員會 

NAMs 新測試⽅法 

NICEATM NTP 替代毒理學⽅法評估跨部門中心 

NIEHS 美國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院 

NIH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SACATM 替代毒理學⽅法科學顧問委員會 

Tox21 21 世紀毒理學檢測 

ToxCast EPA 毒性預測 

U.S. 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