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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PK/PD 建模和仿真软件 

Certara公司的Phoenix®平台是全球领先的 PK/PD 建模和模拟软件，被生物制药公司、学术机构和全球监管机构（包括

美国 FDA 的十二个办事处）的 6,000 多名研究人员使用。 美国FDA 批准的新药中90%来自于在其研发项目中利用

Phoenix软件的公司。

Phoenix平台包括WinNonlin™，这是非房室模型分析(NCA)、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PK/PD)和毒代动力学(TK)

建模的行业标准。它提供对当今可用的极为复杂的PK/PD工作台工具的访问，从而实现更易于使用和更高效的定量药理

工作流程，并提供支持合规性和效率的功能。以下是Phoenix平台技术解决方案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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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WinNonlin    是分析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数据的行业标准。它是一款集

数据处理、非房室模型分析（NCA）、PK/PD建模、分析后统计、表格创建和图形

绘制功能于一体的集成式工具，这为分析员、评审员、医学撰写人和质量保证

（QA）团队成员创建了一个一体化协作工作台。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可为用户节

省大量学习软件和管理数据的时间，从而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建模、解读和理解数

据。这能让您信心十足地做出高效的药物开发决策。

Phoenix WinNonlin为客户提供可靠的PK/PD分析结果已有30年的历史。全球60

个国家近2000家机构（包括全球制药公司50强）的6000多名科学家都在使用该软

件。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下属的11个部门、日本药品与医疗器

械管理局（PMDA）、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和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

理局（MHRA）等在内的监管机构均在使用Phoenix WinNonlin进行分析并评估药

物申报。

·  单次、多次或稳态给药

·  稀疏采样研究

·  血浆或尿液中的药物浓度数据，或药效动力学数据

·  制剂比较

·  毒代动力学(TK)

·  首次人体试验(FIH)

·  单次和多次给药剂量递增

·  药物间相互作用(DDI)

·  生物等效性(BE)

·  物质平衡

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和非房室模型分析的金标准

新制剂是否符合生物等效性标准？暴露量是否与剂量成比例？药物是否导致生物标

志物增加？这些可通过使用WinNonlin中的统计工具整合和报告对研究结果进行的

统计推断。另外还增加了新的描述性统计参数，包括2.5%和97.5%百分位数值、用

户指定的百分位数值、偏度和峰度的样本的和总体的统计数据、以及使用加权时的

范围、最小值和最大值。

Phoenix WinNonlin在标准输出中额外添加许多常用的NCA参数，还提供了用户自定

义的NCA参数计算、末端斜率计算规则设置以及末端斜率接受标准设置的选项，从

而将非房室模型分析（NCA）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新功能最大限度减少了后

处理工作，并增加了分析的透明度。

机构可为NCA中的末端斜率计算设定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规则可直接在Phoenix

更新后的NCA工具中实施。用户可以指定末端斜率回归计算中包含的最大点数或回

归计算中使用的最早时间点(见下图)。这些设置将被保留并可用于审查其是否符合

机构内部的政策和操作程序。

最佳拟合选项的Lambda Z规则

示例：设置“开始时间不早于

(Start Time Not Before)”选项

的前后对比

此外，用户还可以定义调整后的r 、外推AUC占比%或跨度（λz采样间隔 / t1/2）

的接受标准。所有计算结果都将按照接受标准进行判定，被标记为符合标准，不

符合标准，或缺失。这使得基于末端斜率Lambda Z质量标准的计算结果更易于后

期处理。

Bioequivalence
生物等效性

Analysis of variance/General linear models
方差分析/一般线性模型

Deconvolution
反卷积

NonParametric Superposition
非参数叠加

Semi-compartment modeling
半房室建模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描述性统计

帮助解答关键问题的统计工具

末端斜率计算的业务规则
久经考验且全球通用的软件

从早期非临床研究到大型临床试验，NCA引擎、个体的PK/PD建模引擎和统计分

析工具可用于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分析：

强大与全面的WinNonlin NCA引擎
同时适用于非临床和临床PK/PD研究的分析平台

Phoenix WinNonlinTM

Phoenix 
WinNonlin
近期改进

·  新的比率和差值计

    算工具可自动计算                       

    NCA参数比率

·  额外的描述性统计   

    参数

·  更灵活的制图和绘          

    图功能

·  附加的新NCA血浆

    和尿液参数

·  用户定义的NCA

    参数

·  在NCA中设定末端    

    斜率计算标准

·  增强的完全一体化

    Phoenix WinNonlin

    验证套件可在30分

    钟内快速、自动地

    进行软件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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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是机构
内部保持一致的

关键所在：

    
·  在多个项目和分析    

    中重复使用同一个

    工作流程，以此来    

    提高生产率

·  点击某个按钮，即 

    可输出结果——数            

    据处理/格式化、

    分析、数字、图表

    和表格

·  将新数据拖放到现

    有的工作流程中，

    即可轻松生成更新        

    过的结果

·  无需进行费时费力

   的分析工作，更不

   需要单独的数据程

   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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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房室模型分析额外添加的新参数 功能强大的集成式图形引擎和表格生成器

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

数据处理和准备工具 

新增自动计算血浆和尿液的十余个参数，节省时间，减少人工操作，从而减少Phoenix WinNonlin的非房室模型分析出错的可能性。

Phoenix的设计旨在帮助用户有效的从数据移动到结果报告，并为此专门设计了图形化工作流程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数据流动

和分析路径。每个工作流程都包含每项操作的对应的独立对象——例如，数据处理、NCA、PK/PD模型、表格创建、图形、表

绘制和报告生成——这些都在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内链接在一起。锁定工作流程可生成一致的结果，并且无需对已批准工作

流程进行QC检查。可追溯的工作流程将生产率提高了近2倍。

Phoenix WinNonlin中的集成式图形引擎可自动创建出版品质的图表、图形和组织良好的图表，以此高效地创建标准化的PK/PD报

告。另外，还增加了更加灵活的制图和绘图工具，包括对分类型坐标轴的展示形式排序、允许曲线水平平移、更改字体样式和大小

及自定义图例位置等。无需使用第三方软件包，即可在本机上轻松定制高分辨率图表和图形，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您所在的机构是

否有自己标准的图形和图表？自定义图表模板可以由任何一个人创建与共享，并一键加载使用。

使用Phoenix WinNonlin的数据处理工具，可轻松准备分析数据集。从数据导入到最终的分析，Phoenix工作流程可全程追踪，从

而防止数据丢失和成本高昂的再分析。

集成式的数据处理功能——排序、拆分、过滤、转换、合并、追加、堆叠、转置、连接等——将导入数据和每个数据集的结果完

全可视化。

工作流程使用户能够花更少的时间准备和操作数据与结果。

科学和QA审查人员也可以使用工具快速识别错误，以缩短评审时间。

· Plasma parameters(血浆参数)

    -  Swing [(Cmax-Cmin)/Cmin]

    -  %Fluctuation [(Cmax-Cmin)/Cavg*100%]

    -  Clast(predicted)

    -  Ctau(observed and predicted)

    -  Span [(Lambda_z_upper – Lambda_z_lower)/HL_Lambda_z]

    -  AUClast/Dose

    -  AUCTau/ Dose

    -  AUCTau%Extrap

    -  Lambda_z_intercept

    -  Nsamples

    -  Dose

· Urine parameters(尿液参数)

    -  Ratelast(predicted)

    -  AURClast/Dose

    -  Nsamples

    -  Dose

· User-defined parameters(用户自定义的参数)

    -  计算出任何指定时间点的浓度（使用AUC 

      算法实现插值）

    -  任何NCA参数的算数组合（例如，”partial 

       AUC/Dose”）

X分类散点图
误差线和偏移

改变分组标签的顺序

CDISC Data Preparer
CDISC数据准备器

Append Worksheets
表格追加

Crossproduct Worksheets
工作表笛卡尔积交叉

Data Wizard
数据向导

Enumerate Worksheets
工作表枚举

Join Worksheets
工作表连接

BQL

Merge Worksheets
工作表合并

Pivot Worksheet
工作表数据透视

Ratios and Differences
差值与比率

Split Worksheet
工作表拆分

Stacker
堆叠器

Rank Worksheet
工作表排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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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和差值工具 Phoenix WinNonlin使合规工作更为简单

灵活且功能强大的房室建模工具

获得继续教育和支持

了解WinNonlin为何是NCA、TK和PK/PD建模和模拟领域的金标准

PK、PD和TK数据的分析需要用户遵守法规，从而确保符合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要求。Phoenix中每个操作对象都包含“验

证(Validation)” 标签页（确认操作是否正确）、“历史(History)” 标签页（保存变更的审计跟踪记录）以及在“结果

(Results)” 标签页中中输出“设置(Settings)”文件其中记录了用于分析的设置。

验证套件现已完全集成在Phoenix WinNonlin中，无需安装单独的应用程序。可自动执行详细的测试脚本，在30分钟内完

成WinNonlin验证测试，而不是数天时间。验证工作生成了包含参考结果文件、用户输出文件和差异文件链接的锁定的

PDF报告。更新的验证模板文件与新的监管指南计算机化系统验证相一致，如ICH E6“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R2。

Phoenix WinNonlin与Certara IntegralTM 数据存储库的完全集成，可使其能够按照美国FDA电子记录和签名法规（21 CFR第

11部分）来管理临床和非临床PK和PD数据及分析。

Phoenix平台作为集成式解决方案，可在整个机构内高效地共享临床前和临床知识，并通过安全、一致的工作流程跟踪药

物在整个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情况。

WinNonlin采用图形用户界面，便于快速上手，操作也更为简单。我们提供一系列教育和支持工具，帮助用户入门并随时了解建

模方面的重要的进展：

循序渐进的用户指南和示例

源资课堂（手机版）（appms3mtzfc1425.h5.xiaoeknow.com）还会为用户提供课堂和点播式的电子学习培训课程

来自全球著名研究者和建模者的网络研讨会

访问至活跃的用户论坛社区（support.certara.com/forums）

不管是入门新手，还是高级用户，WNL 5 Classic Modeling和Phoenix Modeling都能为其提供合适的选项。WNL 5 Classic 

Modeling内置多个不同的模型，包括溶出、间接响应、线性、米氏方程、PD、PK和PKPD模型，还有可供用户自定义建模的

ASCII格式模型。“Phoenix Modeling”的内置模型的模型图形编辑器和模型文本编辑器选项也可用于建模。

联系我们：www.tri-ibiotech.com，即刻开启您的WinNonlin旅程。

全新的“差值与比率”工具可自动计算NCA参数比率，包括肾清除率、蓄积比、线性指数、母体药物与代谢物暴露比等。

第1步.选取数据

第2步.映射数据并添加选项

第3步.获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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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NLME™是卓越的PK/PD建模引擎，它为Certara公司的Phoenix   软件提供了

强大动力，目前，该计算引擎现已可作为独立软件提供，并可通过R语言编程驱

动。在这两种实现中，NLME都是用户友好且易于学习的Phoenix NLME是专为当代

科学家设计的功能强大的非线性混合效应建模引擎，现在已有1400位科学家、世界

前20强制药公司中的18家公司、著名的学术机构和多个监管机构正在使用，包括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Phoenix NLME包括一套完整的非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算法，其中包括QRPEM，这是

全球各地都在使用的先进的“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 算法。经过

测试的模型发现，QRPEM始终是EM方法中聚集速度最快的一种方法，这也间接证

明了这种方法的优势  。

Phoenix NLME基于Phoenix工作台打造而成的，便于用户将所有注意力专注于建

模，而不是在实现建模所需的工具或编码上浪费精力。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

分析并作出战略性的决策。此外，Phoenix NLME是少有的支持在计算平台上远程

并行执行的开箱即用型网格化PK/PD建模软件。

Phoenix NLME使用的现代、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GUI），可在建模思路和建模执行之间进行无缝转换。 

可在完整的内置模型库中选择一个模型，也可使用模型图形编辑器快速自定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获得基于Phoenix建模语言

（PML）的模型的完整代码，这种现代化的建模语言易于阅读和理解。 

在模型构建和执行过程中提供非常具有信息性的诊断消息，以快速、轻松地识别和纠正模型中的错误。Phoenix NLME会自动生成

所需的诊断表格和图形，以便即时评价模型结果。 

与“模型比较”工具一起，使用“运行选项”中设置即可自动执行模型选择过程，例如协变量搜索、协变量猎枪法和场景。 

可以使用Bootstrap和Visual Predictive Check(VPC)轻松执行模型评估。用户友好的VPC界面提供分层和分箱选项，以创建易于解读的

具有置信区间的曲线图。

将这些创新的建模功能与Phoenix工作台内置的数据准备、数据格式化、统计、表格和绘图工具相结合，即可将Phoenix NLME打造

为当代PK/PD建模科学家专用的现代化工具。

更易操作的PK/PD软件

Phoenix NLME
近期改进

·  新的比率和差值计  

 算工具可自动计算  

    NCA参数比率

·  额外的描述性统计

   参数

·  更灵活的制图和绘

   图功能

·  附加的新NCA血 

   浆和尿液参数

·  用户定义的NCA参

   数

·  在NCA中设定末

   端斜率计算标准

·  增强的完全一体化

    Phoenix WinNonlin

    验证套件可在30分

   钟内快速、自动地

   进行软件验证测试

Phoenix NLME的强

大功能和灵活性使其

适用于许多要求苛刻

的PK/PD研究，包括： 

·  转移室建模 

·  外推动物到人类的

    PK数据 

·  制定稀疏采样策略 

·  根据体外模型预测

    人体药效学 

·  综合多项研究的 

    PK和PD数据 

·  增强研究设计，以

    最大限度减少动物 

    的使用 

开发Phoenix NLME的目的旨在实现充分的性能和充足灵活性。不论是入门新手，

还是高级用户，均可利用NLME的功能进行PK/PD分析。Phoenix NLME整合参数估

计、模拟、协变量自动搜索、自举法参数估算和可视化预测检验等功能的支持于一

体，方便用户能够使用单个直观的工具灵活地执行所有PK/PD分析阶段。

Phoenix NLME在制定最佳建模策略与执行分析所需的相应工具之间建立完整的一

对一映射。通常，PK/PD建模最艰难的地方是为研究构建正确的模型。Phoenix 

NLME可通过称为Drug Model Explorer（DME）的图形化模型构建界面轻松实现

这个功能，其中DME可快速创建自定义模型，比如：包括多个吸收或清除途径的

模型、母体药物-代谢物模型和复杂的量效模型。DME还会为用户编写PML代码，

帮助新用户学习模型编码。Phoenix NLME将软件的这些创新功能与逐步示例以及

Certara大学的课堂/在线培训相结合，便于初学者学习，便于建模新手进行自我指

导并针对高级用户进行优化。

可视化预测性能检验（VPC）是对观测结果和模拟预测结果所作图

形的比较和分析。

Phoenix NLME中的VPC提供了更广泛的适用性和灵活性。这些增强

性功能包括对不同的数据类型进行单独分析，比如对于连续数据，

包括单独展示低于定量限（BQL）占比的VPC，比如对于离散观察

结果，如分类、单次事件发生时间和计数数据的VPC。其他改进功

能包括分别独立的可视化预测性能检验模式和模拟模式，以及使用

分类协变量分层绘制VPC。

Drug Model Explorer创建的自定义模型

具有Emax药动力学效应的

PK/PD模型

具有对Ka修改和对浓度数据

对数转换的PK模型 

从外周室消除的

二房室PK模型 

分层的单次事件发生时间

分层值0 分层值1

功能强大并广泛用于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的监管提交文件

引导模型开发

可视化预测性能检验

个体数据或合并数据分析

· 简单合并（Naïve Pooled)

非参数算法

非参数引擎

参数算法

· FO              · IT2S-EM  · QRPEM

· FOCE-LB    · Laplacian  

· FOCE-ELS · AGQ         

群体分析（Population Analysis)  包含的算法（Included AI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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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即用的网格化设计 前沿科学 充分利用您使用Phoenix WinNonlin的经验

您准备好体验Phoenix NLME的新功能了吗？ 

交互操作性 

合规性

Phoenix NLME并行化的自动算法是如何进行的？ 

群体PK/PD建模的一个挑战是需要足够的计算能力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求解复

杂的模型，从而为药物开发决策提供支持。与通过命令行或手工操作执行相比，

Phoenix NLME几乎可以并行化运行所有的运行模式，并且能够在强大的远程计算

平台上运行，从而将运行时间从数天缩短为数分钟。 

Phoenix NLME使用的算法可自动尽可能高效利用的每次运行的内核数量，以在无

用户干预的情况下尽量缩短运行时间。例如，标准的笔记本计算机有4个CPU内核

可用于模型拟合，但是使用配备100个内核的计算网格运行NLME作业的速度比笔

记本计算机快25倍。向计算网格发送Phoenix NLME作业后，用户可以关闭Phoenix

应用程序，而作业完成后，结果会自动下载到项目文件中。用户也可以断开连接后

重新连接正在运行的作业，并查看临时运行结果以查找和纠正任何错误。Phoenix 

NLME还使的用户能直接从桌面应用程序启动远程/并行计算平台上NLME作业，且

无需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Phoenix NLME。

Phoenix NLME是首个集成离散和分布延迟函数的

PK/PD建模引擎，无需添加复杂的代码行。该方法

可用于替代转移室模型、双部位吸收模型、效应室

模型，甚至于间接响应模型，从而更加准确地评价

这些模型。新的延迟函数可明显简化延迟输出的建

模，而这正是肿瘤、糖尿病和关节炎等几个治疗领

域中的重要功能    。延迟函数可通过单个Phoenix 

Modeling Language（PML）命令添加，避免无效的

暂时性方法和近似值的方法    。

Phoenix NLME可与任何PK/PD建模范例交互操作。

Phoenix还可与软件包（如SAS   、R、SigmaPlot   、

NONMEM  、PSN、Watson LIMS      等）交互操作。

这样，用户即可将专业的软件工具集成到Phoenix

工作流程中，以确保合规和数据的可追溯性。

Phoenix NLME旨在轻松导出分析结果，以整合到

PK/PD报告中。只需单击一下，即可将任何图形、

图表或表格导出到Microsoft®Word文档中。用户还

可使用Phoenix Reporter工具将一系列图形、图表和

表格编译成具有自定义编号和页眉的单个Microsoft 

Word文件。然后，该输出可以快速和轻松地附加在

PK/PD报告中，以将结果传达给内部和监管机构。 

PK/PD建模要求用户遵守法规，以确保符合世界各

地监管机构的要求。Phoenix NLME可负责用户的合

规工作。其中每个对象包含验证选项卡（确认正确

的操作）、历史选项卡（保存变更的审计跟踪）以

及输出“设置”（一个记录有分析所使用的设置的

文本结果）。 

由于Phoenix NLME基于Phoenix工作台设计而成，因此

WinNonlin  的GUI与Phoenix NLME完全相同。Phoenix NLME

与WinNonlin相结合，创建了一个可用于药物开发所有阶段的

绝佳PK/PD建模和模拟（包括监管提交文件）的综合分析包。

用于数据处理、PK/PD建模、分析后统计、表格创建的集成

式工具，而集成图形引擎为科学家、审查人员、医学撰写人

和质量保证团队成员创建了集所有功能于一体的协作式工

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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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www.tri-ibiotech.com,了解怎样立即开始使用Phoenix NLME。

第1轮：基线 + 8个协变量模型，向前增加 

第2轮：7个协变量模型，向前增加

第3轮：6个协变量模型，向前增加

第4轮：5个协变量模型，向前增加

第5轮：3个协变量模型，向后删除

示例1：模型包含“Sort(排序)”变量并在“Simple（建模拟合）”模式下运行

（360个内核、400个受试者、3个唯一“Sort(排序)”键） 

在有400个受试者和3个唯一“Sort(排序)”键的情况下使用360个内核网格，自动算

法会选择最佳内核的数量，以最大限度使用所有360个内核。 

示例2：对数似然曲线分析（360个内核、10次扰动、300例受试者且“Sort

(排序)”键） 

模型总数（n）等于（扰动次数 + 1）。自动算法平行化运行11个模型，每个模型32

个内核。 

示例3：逐步协变量检索（360个内核、8个协变量-参数关系、300例受试者、最终

模型中3个协变量）

该算法会计算增加和删除各个阶段的最佳并行化。 

通过NLME并行

化加快模型运行

·  除”模拟”/”预测

    检验”外，所有运        

    行模式均可在远程

    平台上并行运行。 

·  自动算法会在每次

    运行时优化使用的

    内核数，以尽量缩

    短运行时间，且无

    需用户任何干预 

·  访问远程平台运行

     Phoenix NLME模型

    不会收取额外的许

    可费

·  断开连接后重新连

    接正在运行的作

    业，并查看临时运

    行结果以查找和纠

    正任何错误 

·  远程计算网格的设

    置在Phoenix的

  “首选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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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Submit™——在非房室分析过程中自动生成
PK CDISC域的技术解决方案

PK Submit™ – the First and Only Technology Solution to 
Automatically Generate PK CDISC Domains During Non- 
Compartmental Analysis (NCA)

通过PK Submit更快地解决数据管理问题
Solve data management issues faster with PK Submit

对于美国FDA和日本PMDA，需要确保遵守监管机构关于临床前和临床

数据的电子提交指南。这些指南，包括CDISC研究数据标准的使用，适

用于任何新药上市申请(NDA)、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仿制药注册

申请(ANDA)和某些生物制品许可证申请(BLA)申请。准备这些标准化格

式的数据需要科学家成为CDISC实现方面的专家，或者以其他方式委托

这项任务，这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创建研究数据表格模型

(SDTM)和非临床数据交换标准(SEND)数据集所涉及的许多繁琐、复

杂、耗时且容易出错的步骤需要大量的质量控制。

PK Submit与Phoenix WinNonlin集成®，支持在设置和执行NCA的正常过

程中，自动生成完整的电子PK监管提交包，其中包括所有必要的CDISC

域；这整个过程都是来自同一个数据源，并且是在几分钟之内由PK科学

家而不是CDISC专家来完成。

·  创建完整的电子PK监管提交包

·  在执行NCA时自动生成CDISC域，无需额外的工作。

·  允许用户轻松应用排除和评论

·  使用CDISC控制的术语和实施指南保持最新。

·  自动配置NCA

·  提供直观、简单、单一的界面

·  支持所有研究设计和类型

·  提高数据标准化和质量，从而增强对数据的信心

·  由CDISC白金会员、PK分析专家“Certara”使用PK/PD分析的

    金标准“Phoenix WinNonlin”开发

PK Submit

PK Submit
允许您：

优化研发效率。

降低出错和审核风险。

与CRO轻松协作

TM SDTM和SEND的CDISC域生成

SDTM and SEND CDISC Domain Generation

直观、简单、单一的界面

Intuitive, Simple, Single Interface

以更少的时间、更少的资源和更少的错误自动创建符合规的CDISC域。

PK科学家可以使用PK Submit在源位置生成所有必需的SDTM和SEND的

CDISC域——这是一个集成到他们的工作流程中的解决方案。

在PK Submit中上传和组合数据后，软件会将输出验证为所需版本的SDTM或

SEND。而用户只需要了解导入的数据。

通过一个界面实现完整的提交-在构建时，考虑到PK科学家，PK Submit消除

了成为CDISC实施细微差别方面的专家的需要，并使用数据库技术高效地存储

用户设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性任务。

完整的电子PK监管提交包

Complete Electronic PK Regulatory Submission Package

为了减少出错和潜在的监管审计的机会，报告和电子记录应该从一个来源生成。

因此，PK Submit旨在创建完整的PK监管提交包，包括CDISC域、验证报告、

研究数据审查者指南和定义文件。

由PK Submit生

成的CDISC域

·  PC

·  pp

·  RELREC

·  POOLDEF

·  CO

轻松加载、协调、追加和

合并来自多个源的数据。

及时了解CDISC控制的术

语和实施指南。

与所有研究设计和类型一

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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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开发与制剂研发中获得生物等效豁免的明确选择

缩短开发时间，规范工艺并降低昂贵的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
（BA/BE）研究成本

体内体外相关性（IVIVC）是一个预测性数学计算工具，它描述了某个药物剂型的体外特性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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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工作流程和高质量的输出可快速生成IVIVC结果，以此减少成本昂贵的BA/BE研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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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典型IVIVC开发工作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从而显著降低成本并更快速地将药物推向市场

· 促进合作——整个项目可存储在可与内部或与外部合作伙伴轻松共享的单个文件中

Phoenix IVIVC Toolkit中

生成的Levy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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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IVIVC Toolkit与其他商业软件的区别在于，其主要用于体外体内相关性研究

· 价格低廉——较低的启动费用和附加成本使Phoenix IVIVC Toolkit成为经济型首选

· 用户界面——交互式引导工具和向导可节省大量的时间

· 快速学习曲线——简单易学的Phoenix界面包括方便用户快速上手的学习示例

· 导航——IVIVC向导配备易于导航的界面，可引导用户完成创建A级IVIVC的整个流程；信息状态指示器可指示完成、缺  

   失信息或过时步骤的状态

· 反卷积方法——数值反卷积是一种以其稳定性和准确度而闻名的记录方法，其总体上不易受到研究设计变化的影响

· 拟合相关性——IVIVC Toolkit提供A级相关性；与其他软件包不同，B级和C级可使用常规WinNonlin完成

· 自定义模型——与其他IVIVIC软件不同，该工具包可灵活使用内置的相关性模型，也可开发自定义的相关性模型

· 溶出度建模——内置模型可更好地插补溶出度数据，从而得出精准的插值，以此区分失败与成功试验之间的差异

· 经验证的Phoenix工作台——这款功能强大的工作台可轻松处理IVIVC可以生成的大量数据，值得信赖

建模功能

· 反卷积

  -Wagner-Nelson

  -Loo-Riegelman

  -数值反卷积

· 卷积

· IVIVC向导

工作流程管理

· 可视化数据流和

分析路径 

· 在单个项目中存

储分析步骤和文档 

· 简化QA 

可重复使用的
工作流程模板

· 使用模板，最多可
节省75%的常规分析
时间 

· 无需重建整个分析
项目，即可进行更改 

· 创建企业的工作流
程和模板库，以进行
标准化和培训 

· 创建报告和出版品
质的表格、列表和图
形 

· 使用Levy图评估溶
出实验的时间尺度 

· 使用新的数据集重
复使用常用图

高品质输出

· 验证选项卡会指示对
象的执行状态和错误 

· 设置输出指示已选择
的选项 

· 历史输出显示执行对
象的时间 

· 根据软件开发生存周
期（SDLC）构建工具

合规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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