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dvancing Patient Care Worldwide 制药业



| 

概况介绍 

 
1.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2. 灭菌工艺验证 
 
 

3. 参数放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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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学 
灭菌模型 

在实验温度不变的情
况下，理想微生物致
死率(存活曲线) 

  

Survivor Curve Equation     残留曲线公式 
Log NF = -F/DT + Log No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制药业



| 

Microbial Survivor Curve Example 微生物残存曲线实例 
Using the values in Figure 3.1 – 1 the survivor curve equation for this biological 
indicator (BI) would be: 
根据图3.1-1中的数值，该生物指示剂的残存公式为： 

Log NF  = -F(T,z) /DT + Log N0     
Log NF  = -F/2.5 + Log 106 

 
This equation can also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expected population (NF) after exposure to 
a lethal stress (F). If F is 30 minutes based on physical parameters, NF is calculated to be 
10-6 (i.e., there is a one in a million chance that the BI will show growth after exposure for 
30 minutes) as follows: 
该公式还可用于计算暴露到一定的致死条件下预期的存活数量。如果以灭菌工艺的物理参数
为基础的物理杀灭力F（物理）是30分钟，计算出的NF是10-6 （也就是灭菌30分钟后BI有百万
分之一的生长机会）,计算过程如下： 

Log NF  = -F/2.5 + Log 106 
Log NF  = -30/2.5 + Log 106 
Log NF  = -12 + 6 
Log NF  = -6 
NF    = 10-6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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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Value: DT 值： 
The time in minutes required for a one logarithm, or 90%, red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microorganisms used as a biological indicator under 
specified lethal conditions. For steam sterilization, the D-value should 
always be specified with a reference temperature, DT. For example, a BI 
system with a D121°C 1.4 minutes, requires 1.4 minutes at 121°C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by one logarithm. 
微生物的耐受性参数，指在一定的致死条件下，使作为生物指示剂的微生
物的数量减少一个数量级或90%所需要的时间。对于蒸汽灭菌过程中，D值
总是把参考温度列为条件， 表示为DT。例如， 一个D121°C 为1.4分钟的指
示剂，在121℃下需要1.4分钟来减少一个数量级。 

Sterilization Science 灭菌学 
Resistance DT Value (Decimal Reduction)耐热性DT 值（十进减少）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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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N0=106CFU，灭菌2分钟后下降到
102CFU，D=？  

D值计算举例 

初始N0=106CFU， D=2分钟，6分钟后，NF=?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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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值： 
The number of degrees of temperature change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D-value by a factor of 10.  
Z值指某一种微生物的D值减少到原来的1/10（下降一个对数单位）时，所
需升高的温度值（℃），通常取10℃。 
 

灭菌科技 

BI Resistance 
(DT value),

minutes

Temperature (T), ºC

 130120110

10-1

100

102

101

 

 

 

Z-Value =10 minutes

D110ºC = 10 minutes

D120ºC = 1.0 minute

Z为10oC
而非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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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1℃=1分钟， D121℃=0.1分钟，Z=？  

Z值计算举例 

D115℃=1分钟， Z=6 ℃， D121℃=？ 

L 111℃ =1分钟  等同于  L 121℃ =0.1分钟  

Z值的应用： 
1. 用于转换不同温度下的灭菌值 
2. 计算在灭菌过程中升温和降温阶段的灭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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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hal Rate致死率 
The lethal rate is calculated per a reference temperature (Tref) and z value using the equation: 
L = 10(T-Tref/z). 
致死率是由参考温度(Tref) 和Z值根据方程式L = 10(T-Tref/z)计算得出的 
 
F-Value (Lethality Factor) F值（致死性） 
A measurement of sterilization effectiveness.  F(Tref,z) is the calculated equivalent lethality 
(using a specified z-value), in terms of minutes at a reference temperature (Tref), delivered by 
a sterilization cycle to an item.   
灭菌效果的衡量标准。F(Tref,z) 是在规定的Z值条件 下,一个灭菌程序赋予被灭菌物品在参照温
度T下的等效灭菌时间，简称T度灭菌时间。 
 
F0  
A term used when the specific reference conditions of Tref = 121ºC and z=10ºC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equivalent lethality.  For example, when the z-value of the BI is 10ºC a cycle 
with an F(T=121.1ºC, z=10ºC), or F0, equal to 8 minutes is equivalent (in terms of delivered 
lethality) to a square wave cycle of 8 minutes at 121ºC.  A square wave cycle that provided an 
exposure of 25.9 minutes at 116° C would also yield an F0 of 8 minutes. 
指Z值为10℃，一个湿热灭菌程序赋予被灭菌物品在121.1℃下的等效灭菌时间。例如, 当Z值
为10℃,BI 在116℃下灭菌25.9分钟的效果相当于在121.1℃下灭菌8分钟。 

灭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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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Physical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delivered lethality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cycle.  The FPhysical-value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ethal rate (L) over time.  The lethal rate is calculated for a reference 
temperature (Tref) and z-value using the equation: L = 10(T-Tref)/z. 
指以灭菌工艺的物理参数为基础的物理杀灭力. Fphysical值是致死率对时间的积
分. Fphysical的计算公式如下： L = 10(T-Tref)/z, Fphysical = ∑L x d 
 
FBiological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delivered lethality measured in terms of actual kill 
of microorganisms on or in a BI challenge system.  The FBiological-value is 
calculated as DT x LR, where DT is the D-value of the BI system at the 
reference temperature (T) and LR is the actual logarithmic reduction (log N0 – 
log NF) of the BI population achieved during the cycle. 
用来描述在生物指示剂的挑战试验中对微生物的实际致死力。FBiological值根据DT x LR计算
得出，其中DT指BI在参考温度（T）下的D值，LR是指BI在整个循环中的实际对数减少 
(log N0 – log NF) 。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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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温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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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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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时间-温度及致死率和累计致死力关系表 

I II III IV 

Process Time 
(t) 

Product 
Temperature 

(T) 

Lethal 
Rate 
(L) 

Accumulated 
Lethality 
(FPhysical) 

d = time interval = 1 
minute 

Chamber 
Set Point = 122° C 

z = 10° C 
T ref = 121° C F =∑L x d 

minutes ° C 
Minutes at Tref per 

Minute at T minutes 
0 30.0 0.000 0.000 
1 30.0 0.000 0.000 
2 30.0 0.000 0.000 
3 60.0  0.000 0.000 
4 87.0  0.000 0.000 
5 102.0  0.012 0.012 
6 112.0  0.123  0.135 
7 116.0  0.309  0.444 
8 118.5  0.550  0.994 
9 120.0  0.776  1.770 
10  121.0  0.977  2.747 
11 121.5  1.096  3.843 
12 121.5  1.096  4.939 
13  111.0  0.098  5.037 
14  91.0  0.001  5.038 
15  61.0  0.000  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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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混淆的术语 
 
 Spore Log Reduction (SLR) 
   孢子对数减少值 
 
 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SAL) or 

Probability of a Non-Sterile Unit (PNSU) 
   无菌保证水平（SAL）或有菌概率（PNSU）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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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e Log Reduction 孢子对数减少值 
 

 Reducing a microorganism population by certain 
number of log orders or magnitude 
微生物数量减少的对数级 

 
Example:  1,000,000 organisms reduced to 
100,000 equals one spore log reduction. 
例如， 1,000,000个微生物减少到100,000个 ，等
于一个对数的减少。 

灭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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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e Log Reduction (Enumeration) 
孢子对数减少值（列举） 

SLR = log N0 – log NF 

 Where:其中 
         Use counts from plates for N0 and NF   
          通过对N0和NF的计数 

 N0 = Initial population初始数量 
 NF  = Mean survivors/number of units tested 
            测试产品(单元)的平均存活量 
Note:  If no survivors are detected, assume NF = 1 

organism 
注：若未发现存活，假设NF = 1 个生物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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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SAL, PNSU) 
无菌保证水平（SAL,PNSU） 

The probability of a viable microorganism being present 
on or in a solution or closure after sterilization 
灭菌完成后，在溶液或容器中发现存活的微生物的可能性。 

灭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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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无菌保证水平 

 Most medical devices and drug/pharmaceutical products 
require a 10-6 SAL 
大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要求10-6 SAL 

 There cannot be more than one non-sterile units in 
every 1,000,000 processed 
在每1,000,000个单位中不能多于一个有菌 

 Most sterilization processes exceed this probability 
大部分灭菌过程超过这个概率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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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无菌保证水平 

For Solution: 在溶液中 
Log NF = -F/DT + log N0 
Where:其中： 
NF = Population after heating加热后微生物数 
F  = Physical lethality物理致死性 
DT = Heat resistance (DT-Value)耐热热 
N0 = Starting Population初始微生物数 

灭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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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 
无菌保证水平 

For Components or dry site (in closure) 
对于组件或干点位置： 
 

Log NF = log N0 – SLR 
Where:其中： 

NF = Population after heating 灭菌后微生物数量 
N0 = Starting population初始微生物数量 
SLR = Spore Log Reduction Achieved 
达到的孢子对数减少值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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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工艺开发 

Overkill Design Approach Example过度杀灭法示例 
 
For design purposes the assumed product bioburden values for population and resistance 
are set at the following levels:   
从设计角度考虑，假设产品生物负荷的数量和耐热性如下： 

 N0 = 106 

 D121˚C = 1 minute 

 z = 10˚C 
 
And, to achieve the necessary SAL,    并且,达到必须的SAL， 

 NF = 10-6 
 

Using these values in Equation {6}, we can calculate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delivered 
lethality, FPHY and FBIO.  
使用等式{6}，我们可以计算对FPHY 和 FBIO设计上的要求。 

  

 F0 = D121˚C x (Log N0  - Log NF) 

 F0 = 1.0 minute x (log106 – log10-6)  = 12 minutes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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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工艺开发 

Product-Specific Design Approach残存概率法 
 
For design purposes the assumed product bioburden values for population and resistance 
are set at the following levels:   
从设计角度考虑，假设产品生物负荷的数量和耐热性如下： 

 N0 = 102 

 D121˚C = 1 minute 

 z = 10˚C 
 
And, to achieve the necessary SAL,    并且,达到必须的SAL， 

 NF = 10-6 
 

Using these values in Equation {6}, we can calculate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delivered 
lethality, FPHY and FBIO.  
使用等式{6}，我们可以计算对FPHY 和 FBIO设计上的要求。 

  

 F0 = D121˚C x (Log N0  - Log NF) 

 F0 = 1.0 minute x (log102 – log10-6)  = 8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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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工艺开发 

Product-Specific Design Approach残存概率法 
 
For design purposes the assumed product bioburden values for population and resistance 
are set at the following levels:   
从设计角度考虑，假设产品生物负荷的数量和耐热性如下： 
 

 N0 = 102 

 D121˚C = 0.4 minute 

 z = 10˚C 
 
And, to achieve the necessary SAL,    并且,达到必须的SAL， 

 NF = 10-6 
 

Using these values in Equation {6}, we can calculate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delivered 
lethality, FPHY and FBIO.  
使用等式{6}，我们可以计算对FPHY 和 FBIO设计上的要求。 
 

  

 F0 = D121˚C x (Log N0  - Log NF) 

 F0 = 0.4 minute x (log102 – log10-6)  = 3.2 minutes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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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指示剂（Biological Indicator,BI) ------ 含有接种在基
质中或载体上的微生物的挑战系统，用来测试湿热灭菌工艺实
际效果。BI系统的数量和耐热性是已知的。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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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灭菌工艺常用的生物指示剂 

灭菌方式 微生物（孢子） D值范围
（min) 

 

 

 

湿热121℃ 

嗜热脂肪芽孢杆菌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 

1.5-3.0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0.3-0.7 
凝结芽孢杆菌Bacillus coagulan 0.4-0.8 

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sporogenes 

0.4-0.8 

干热150℃ 
枯草芽孢杆菌黑色变种Bacillus 
subtilis var.niger ＞1.0 

灭菌科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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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工艺验证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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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菌工艺验证 

 
产品设计控制 

 
灭菌工艺参数开发（性能确认）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的前期实验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PQ） 

• 物理致死性（联合实验 --- 最低灭菌温度下的热穿透和热分
布实验） 

• 生物致死性 [最低灭菌温度下的生物指示剂（BI）挑战实验] 
灭菌再验证 
包装完整性验证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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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菌方法的选择 

是热不稳定的材料吗? 
是 否 

残存概率法 采用过度杀灭设计法 

产品类型 

需考虑抽真空? 需加压吗? 

现抽真空灭菌器? 

脉动真空程序 重力置换程序 

可用过热水程序? 

任何湿 
热程序 

过热水或SAM SAM 

密封液体产品 多孔固体物体 

要 不
要 

有 
无 

可 不
可 

要 不要 

灭
菌
方
法
选
择
决
策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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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ycle 
Ready  

循环准备 

1 
Water Fill  

灌水 

2 
Water Hold 
等待水位静

置 

3 
Steam In 进
蒸汽、升温 

4 
Large Vent 

Close  
大排风关 

5 
Exposure 

Start  
暴露开始 

6 
Air On 

压缩空气进
入 

7 
First 

Sidespray 
第一次侧喷 

8 
Full 

Sidespray 
全面侧喷 

9 
Initial 

Cooling 
初始冷却 

10 
Extend 
Cooling 
全面冷却 

11 
Initial 

Depresrize 
初始降压 

12 
Final 

Depresrize 
最后降压 

13 
Cycle End/ 
Reset 循环
结束、复位 

    软袋包装湿热（过热水）灭菌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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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工艺参数开发（性能确认）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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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中的冷点试验 

产品冷点试验 考虑因素 

运行一个灭菌循环，根据同一容器

中几个温度探针的相对温度差来确

定容器内部受热最慢的位置。该试

验的目的是确定灭菌验证中探针的

位置。 

1. 包装容器的几何构造 

2. 新的溶液和包装容器的组合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的前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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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接种点的确定 考虑的因素 

对新的或改造的产品进行一系

列的试验来确定主要的接种点，

主要接种点在后续的所有的验

证中采用。主要的接种点是最

难灭菌的点。如果验证中评估

所有的点，可以不进行该试验。 

1. 包装容器的构造 

2. 包装容器的材料 

 

2.  最难灭菌点的确定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的前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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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再）验证的主溶液 ------ 确定一种溶液，生物指示剂在该
溶液中有最强耐热性，该溶液将用于验证和再验证中灌装生物指示剂测
试样品。通常0.9%氯化钠溶液是百特工厂的“主溶液”。当研发新的
配方的溶液时要重新考虑。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的前期实验 

• 耐热性对比测试 ------ 通过将生物指示剂暴露到不同的时间/温度条件

下，确定各种产品溶液对生物指示剂耐热性的影响。 [使用枯草芽孢杆菌

5230（正常在0.9%氯化钠溶液中D值=0.5±0.1分钟）对其在0.9%氯化钠

溶液中的耐热性和在产品中的耐热性进行比较] 
 

• 黏度对热传递影响的对比测试 ------ 两种热穿透测试样品，分别灌装

0.9% NaCl和70%葡萄糖溶液。两种样品放置于相邻位置，灭菌，对F0
值对比分析。[结果两者的F0值没有显著性差异，软袋的热穿透样品可以

使用任何黏度低于70%葡萄糖黏度的溶液]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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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灭菌温度和压力 
 
• 温度 ------ 考虑产品、包材所能耐受的温度，研发资料中会有相应

的资料可以确定 
 

• 压力 ------ 主要是要根据在灭菌过程的升温，保温和冷却阶段的产
品容器内压力变化来设定相应的程序来给灭菌柜施加相应的压力
（通过PLC控制的程序控制过滤的压缩空气的进入），从而保证产
品容器内外压力平衡，保护包材的完整性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的前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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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1. 排袋体积极限的确定: 

测试原因：产品的排袋体积反映产品内外袋中的空气量，空气量的多少可影响产品内
溶液的受热效果。因此需要对产品的排袋体积进行监控，制定标准。同时为实验室制
备热穿透和生物指示剂样品提供参考 

 

测试的原理 --- 产品排开的水的体积等于产品本身的排袋体积 / 产品在水中的浮力等
于产品本身的排袋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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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的准备: 
热穿透样品的制备(见图一) ------ 热穿透探针的安放在产品的冷点 

生物指示剂（BI）挑战实验样品的制备 ------ 定量加入BI至溶液和主要接种点中 

 
 

 图一  热穿透样品                                     图二 容器末梢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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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载方式的确定: 

   灭菌验证前应定义产品的装载方式，保证装载不影响产品在腔体内的受热， 并且确

定最大和最小装载。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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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低灭菌温度 (比正常设定灭菌温度低一定度数) 验证 
------ 确定最短灭菌暴露（保温）时间 
   物理致死性 ------ 对每一个灭菌装载进行三次联合实验: 

 对每一种灌装的溶液体积及容器体积     
 对每种装载方式 
 接受标准 ------ 验证必须有三个连续的合格（F0达到8）的实验 

 

    生物致死性 ------ 三次联合实验的同时还要进行生物指示剂挑
战性实验 

 对每一种灌装的溶液体积及容器体积     
 对每种装载方式 
 接受标准 ------  
 溶液中生物指示剂必须全部杀死 (满足SAL ≤ 10-6) 
 最难灭菌点必须满足SAL ≤ 10-6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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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实验包括: 

  热分布实验 

10+1（备份）根热电偶（探针）放置在灭菌车上
（考虑几何分布上的均匀性） 

2根热电偶（探针）放置在柜体控制探针旁 

2根热电偶（探针）用于监控循环水温度 

  热穿透实验 

10+1（备份）根根热电偶（探针）放置在产品内
部(监控产品温度和F0值) 

热电偶（探针）分布方式： 

    利用右表，通过SES-038探针位置随机产生程序
得到随机的穿透探针和分布探针分布图：
SES03803.xls 

车号 穿透探针 分布探针 记录仪 

1 2 1 NA 

2 1 2 NA 

3 2 1 NA 

4 1 2 NA 

5 1 1 1 

6 1 1 1 

7 1 2 NA 

8 2 1 NA 

2根循环水热电偶（探针）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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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穿透和热分布探针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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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验证仪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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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指示剂（BI）挑战实验: 

最低灭菌温度验证中必须同时进行微生物挑战实验 

10个样品放置在热穿透探针样品旁 
生物指示剂选择考虑： 

a) 结合产品特性，使用残存概率法的灭菌工艺（BI的耐热性应大于产品
的生物负荷的耐热性） 

b) 结合工厂生物负荷历史数据。{实验室历史数据分析已经表明从百特产
品中分离出的微生物的D值都小于等于0.2分钟（沸水测试）} 

c) 留有一定的安全系数。 

       百特使用枯草芽孢杆菌5230（D值=0.3-0.7）进行灭菌验证是安全
的。 

生物指示剂的管理： 
a) 微生物名称      b）来源          c)  D值      
d)   孢子浓度         e)  有效期      e)   贮存条件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制药业



| 

5. 正常设定灭菌温度和暴露时间[比上述验证时的最短灭
菌暴露（保温）时间加 1 或 n 分钟]的验证： 

 完成1个合格的满载（最大装载）和半载（最小装载）的联合实验 

 主要可接受标准：每个有效的穿透探针灭菌循环结束后 F0 > 8（？） 

    灭菌工艺的初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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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灭菌柜的性能以及产品、工艺没有改变 
频率： 
•针对灭菌柜: 每半年，可以涵盖在产品装载的再验证中 

•针对产品工艺规格: 每年，针对每一种规格产品的装载 

验证方式： 
•灭菌温度：正常设定灭菌温度 

•暴露时间：正常暴露时间减 1 或 n 分钟 

•装载方式：满载（受热最差情况） 

•实验项目：联合实验+生物指示剂挑战实验 

•接受标准：通常与初始验证一致 （百特初始验证的F0要求会高些） 

    灭菌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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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装完整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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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及生产后有效期内均可防止被污染 
• 验证方法：物理扩散或微生物浸入实验 

• 使用的产品要具有代表性（尺寸、厚薄、体积） 

• 在最强的受热条件下验证 
中断循环：灭菌温度：最高灭菌温度；中断前暴露时间：x分钟（如适用） 
完整循环：灭菌温度：最高灭菌温度；最长暴露时间：正常暴露时间 + y分钟 

• 灭菌后储存条件： 
室温（25ºC ± 2ºC, RH40% ±5%）---  中国药典的长期稳定性研究的储存条件 

 
• 测试时间： 

• 初始（Time 0）、有效期、以及有效期12个月后对样品进行微生物
侵入实验 

 
 

包装容器及封口的完整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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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放行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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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放行定义——美国 

A sterility assurance release program where demonstrated control 
of the sterilization process enables a firm to use defined critical 
process controls, in lieu of the sterility test, to fulfill the intent of 
21CFR211.165(a) and 211.167(a). 

−是一种无菌保证放行系统，基于对经过验证的灭菌工艺的控制，用
确定的关键工艺参数替代无菌检验，满足21CFR211.165(a) 和 
211.167(a) 。 

(US FDA Submission Guidance, 2010 and US FDA CPG Sec. 490.200, 
2012) （美国FDA递交指南 ，2010 和美国FDA  CPG 章节 490.20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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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政
策环境及
科学、超
前的行业
指导和政
府监管能
力。 

良 好 的
GMP 管
理基础，
严格的生
产过程管
控标准与
能力 

高水平、
稳定的技
术队伍；
先进、优
质的生产
装备、仪
器与耗材
等。 

高标准的
无菌保证
水平。 

良好的企
业诚信度
及行业自
律。 

GMP理念 
1. 质量控制贯穿于生产全过程； 
2. 强调生产环境的全面净化； 
3. 生产管理的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 

参数放行是GMP发展的必然结果1 

49 

1.  理论框架来自于广东省药监局与中国药科大学合作的《参数放行产品价格鼓励问题可行性研究》课题组 

制药业



| 

 欧美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大输液导致病人出现败血症事件，而这些产品在出

厂前都通过了无菌检查。 

 为保证最终灭菌产品在用药方面的安全性，美国一些制药企业（百特）开始

研究“大输液参数放行”。 

 1981年百特在美国提交了第一个药物参数放行申请。 

 1985.1月，被批准，此时尚未发布正式工业指南。百特当时的申报标准被视

为今后的标准模式。 

 1987年，FDA颁布法规CPG 7132a.13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其他公司获得参数放行的批准 

 2010年2月，FDA 参数放行申报指南 

 2012年8月，更新FDA CPG 

参数放行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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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很多国家都在执行参数放行 

目前已批准实行参数放行的国家1 

美国, 英国, 德国, 新加坡,巴西, 加拿大, 智利, 澳大利亚, 哥伦比亚, 荷兰, 墨西哥, 西班牙.  
目前正在申请参数放行的国家 
中国，日本，土耳其，法国，意大利 
 

1. Mike Sadowski提供数据统计（Mike Sadowski：百特全球无菌生产技术支持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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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DA工业指南--最终湿热灭菌的人用药和兽用药的参数放行申报（2010） 
2. USP 33 <1222> 最终灭菌药品-参数放行 
3. EU GMP附录17 参数放行（2002） 
4. PIC/S PI 005-3 参数放行指南(2007) 
5. 欧洲药品管理局--实时放行测试指南（以前是参数放行指南）（2012） 
6. 美国注射剂协会第30号技术报告（PDA TR30) 
7. ICH国际药品委员会 

参数放行已达成国际性共识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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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参数放行的企业---举例 

 
Baxter Healthcare 百特 
Fresenius Medical Care 费
森尤斯 
GSK 革兰素史克 
Bayer HealthCare 拜耳 
Johnson & Johnson强生 
GE通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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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放行在中国的发展 

首次试行批准 ：  
 
2005年3 月1 日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部分无菌
制剂产品获得SFDA 批准正式开始进行为期2 年的参数放行试点,涉及到的产品
主要是运用湿热灭菌法生产的大容量注射剂。 
 
第二次试行批准  
2007年7月，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部分无菌制
剂产品获得SFDA 批准继续进行为期3 年的参数放行试点。 
 

•在试点期间,实行参数放行的同时还要进行无菌检验。无菌检验结果不合格或者
不符合参数放行规定的产品都不能出厂 
 

•国家局和地方局组织了多次的法规讨论和现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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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检测  vs 参数放行 

55 

参数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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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xter Internal Only 3/11/2016 56 

无菌检测法要求，每批成品
仅抽取10-20个样品 

不充分的过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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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检测的统计学局限 

3/11/2016 

统计学局限：检测灵敏度 (n = 20个 样品) 
 
 

 

 
备注：当污染概率为0.01时，20个样品的无菌检测能够检测到无菌阳性的概率仅为
18%（等于10-2无菌保证值，而无菌要求10-6无菌保证值） 
 
 

微生物污染水平 无菌检查阳性概率 

1.0 1.0 
0.1 0.88 
0.01 0.18 
0.001 0.02 
10-6 1.9 X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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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低于1%的微生物是可培养的 

•培养条件 
（温度、需氧/厌氧、气体） 

•生长到可目测需要的时间 

•测试培养基 
（pH，含盐量，营养成分） 

•微生物的状态 
（例如：芽孢、受伤） 

• 潜在的假阳性 

 

3/11/2016 

培养不出导致假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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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检测放行的局限性 

• 一种不充分的过程监测 

• 统计学局限 

• 操作困难 

• 易导致不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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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参数 
监控 

参数放行 
关键参数 

监控 
关键参数 

监控 

无菌检查，
14天培养 

灭菌温度、时间
等关键参数 

无菌检测 vs 参数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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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放行程序的基本要素 

建立在全面和成熟的质量系统的基础上 
 
对微生物和工程学的强化监管 
质量风险管理 
产品设计 
生产工艺的设计 
环境和产品生物负荷的监测和控制 
产品隔离（装载监控） 
灭菌系统设计 
灭菌工艺开发和验证 
持续不断的监测和控制 
变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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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放行总结 

参数放行是经过适当的设计、验证和控制的无菌产品生产工艺发
展的“自然结果” 
参数放行是在GMP的基础上发展的无菌保证放行系统，在无菌保证
方面要求建立比GMP更明确、更具体和更严格的技术要求。 

参数放行程序优于无菌检查放行程序，是全球公认的，经实践证
明最好的无菌保证的方法（PDA TR 30)。 
参数放行理念的推广，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无菌保证水平，降
低无菌和内毒素污染相关的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 
 
 
 

62 

制药业



| 

感谢！！ 
 

马磊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Mike_Ma@Baxter.com 
制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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