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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医药企业转型
升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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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医药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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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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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必须“质量为先”，品质驱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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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买感冒药，是中国制药企业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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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千里迢迢地跑到日本去爆买什么药？

日本的医药品和保健品一直是中国游客最爱。2014年的十一黄金周，日本咨询公
司hotto link与上海普千商务咨询公司通过分析新浪微博，公布了中国人在日购物排
行榜，其中，医药品消费999件，位居榜首，眼药水和降温贴单独排在第四和第九
位。而在医药品中，游客购买最多的则为感冒药、胃药等。而在2015年过年假期，
医药产品的消费量已经飙升到3982件，热度还在持续上升。很多产品中国游客贡
献的营业额已经超过本土的销售额。

日本医药品分为三种:第一类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第二类则需要和药店
专驻药剂师商量，第三类则可以任意购买。中国游客购买的多为第三类医药品。
根据日媒统计以及国内一些论坛上的推荐，武田制药鼻塞退热感冒片、池田模
范堂儿童感冒药、第一三共制药AG NOSE鼻炎喷剂、エスエス制药感冒药、龙角
散、大正制药的一系列感冒药产品、协和药品儿童感冒药等均是游客感冒药
“购物清单”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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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手术前必选题：您是用国产药还是进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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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消费品标准倒逼“中国制造”全产业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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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短板，暴露出我国医药产业供给侧的弊端

国内部分药企的生产工艺已很难保证产品质量的均一稳定，甚至同一企业同一批次的
药品质量差别都很大。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5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中，完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不足5%，大

部分企业采用的仍是半自动和人工化生产技术，导致药品可控性极低。而国内外资或
者合资药企都是全程计算机控制，确保最终制成质量稳定一致的制剂。
对药品质量的要求：从化学元素的等同性转向批次工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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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内控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现有管理模式相对落后，上行下效的管理模式，依赖员工的个人责任心。

 生产过程信息化集成度低，制约着药品生产过程中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的全面受控管理。

信息流

人流

人的流向该如何走？

怎样标识人的行为？

洁净区的人员该如何有效管控？

如何通过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

人员技能？

等一系列人员管理问题

人流数据

物流数据

工艺数据

设备数据

的传输和统计分析

物流

物料的验收入库、存储、放行；

领用、称取、转运、投放；成

品入库、放行出库等整个物流

的跟踪管理？

物流信息孤立，管理层监控物

料的手段？

等物料相关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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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内控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批记录审核费
时费力，影响
产品及时发放

员工预防性维
修意识差，基
本上是事后维
修

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现有管理模式中 存在的部分问题

洁净区人员出入
管控难度大，洁
净服清洗管理混
乱，易形成交叉
污染

人工记录，工
作量大，易出
现人为差错，
且后期统计分
析工作量大

员工技能参差
不齐，操作随
意性强

设备和工艺缺
乏持续稳定性
数据，纠正和
预防无依据

水系统、空调
系统、空气系
统、设备系统
相互独立

中高管理层无
法实时掌握生
产进度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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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生产内控管理存在的瓶颈问题

？ 人员流动、人员工作状态的监管力度不足；工艺数据/环境数

据/设备数据的独立性、不可见性、持续性和真实性的不足；

？ 洁净区人员出入管控难度大，洁净服清洗管理混乱，易形成

交叉污染；

？ 人工记录，工作量大，易出现人为差错，且后期统计分析工

作量大；

？ 批记录审核费时费力，影响产品及时发放；

？ 员工技能参差不齐，操作随意性强；

？ 设备和工艺缺乏持续稳定性数据，纠正和预防无依据；

？ 水系统、空调系统、空气系统、设备系统相互独立；

？ 员工预防性维修意识差，基本上是事后维修；

？ 中高管理层无法实时掌握生产进度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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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

 引入洁净区人员权限管理和视频监控系统管控洁净

区人员状态；

 “人”是制药生产过程中最大的污染源

 也是“混淆”和“差错”的最大的风险源

 药品生产的风险主要在于 “污染、混淆和差错”

 引入生产管理系统综合管理车间环境系统、公用系

统、设备工艺参数等数据，增强共享性和真实性；

 生产过程的在线质量监控与在线质量分析是必然的

趋势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是制药企业质量

管控升级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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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需求

需要系统来证明
数据的合规性

需要系统整合车间/公
用系统，消除消息孤岛

需要系统减轻产品质
量回顾分析的工作量

 提供文档证明生产合规
 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对生产数据进行归档并

编辑成批

 提供各生产系统数据的共享
平台

 各系统数据的无缝对接
 数据查看权限进行严格管控

 提供批记录实时追溯
 确保记录数据的真实

性
 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

形成知识信息

需要系统推进设
备预防性维修

需要系统具备对洁净
区的可视化监管功能

需要系统对洁净区人员/洁净
服使用记录进行可视化管理

 提供预防性维护计划
 确保设备检维修数据真

实性积累
 对设备数据进行归档成

册，并与备件关联

 提供洁净区非现场实时监管
 确保生产过程全程可视化监控
 对异常数据和相关视频进行归

档和存储

 提供洁净区在岗人数、洁
净服使用记录的面板显示

 对洁净区在岗人数/权限
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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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质量管控的目标

机

环

人

GMP

物

法

物料管理信息化

操作规程标准化

设备监控信信息化

环境管理信息化

操作人员分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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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质量管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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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制药工厂信息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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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招标采购中优质优价没有客观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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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低者取的政策导向驱使药企拼成本、拼价格

难道中国药企不愿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
在国内药企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中，药
品集中采购制度让价格成为最敏感的因
素，因此相对质量来说，企业更关注成
本能降多少、能否在竞争中胜出。而质
量控制工艺如全自动计算机控制网络投
入巨大，自动化成本还要高于半自动或
者人工化生产成本，对于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并无“益处”。结果是企业对新技
术不“感冒”，人们对国产感冒药效果
也不“感冒”。不接纳最新科技的“引
力波”，国内药企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
先机，

“一致性评价、质量提升和质量创新，
企业想做，关键问题是做得好卖不掉，
卖不到好价钱，招标不中，这个问题很
困惑我们的企业去做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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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解决药品优质优价问题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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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建立药品生产全程追溯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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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建立药品生产全程追溯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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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药品生产数据规范管理的基础

附件 

 

药品数据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为规范药品数据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

本规范。 

第二条【实施范围和主体】本规范适用于药品研发、生产、

流通、上市后监测与评价等产品生命周期中全部活动的数据管理。

从事上述活动的机构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三条【基本要求】数据管理是药品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应当贯穿整个数据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应当遵守归属至人、清晰

可溯、同步记录、原始一致、准确真实的基本要求，确保数据可

靠性。 

第四条【诚信原则】执行本规范的机构和个人应当坚持诚实

守信，倡导公开、透明的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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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实现批次工艺一致性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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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生产的合规性，严重依赖制度和道德的
约束，缺乏应有的技术手段的支持。

楚天科技唐岳董事长：“解决这个问题，一句话，凡是能够用技术解决问题的，
不要去依靠制度；凡是能够依靠制度来解决问题的，不要去依靠道德。所以，解
决问题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技术手段上面，只有强大的技术手段才能保证我们生产
的合规性。”



29

无菌冻干粉针剂生产车间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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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粉针剂生产线系统配置

制水系统 配液系统 胶塞（铝盖）清洗机 自动灯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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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冻干生产质量管控信息化的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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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全程可视化、关键工艺参数连续采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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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车间环境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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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系统、设备系统、公用系统实时数据采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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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车间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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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设备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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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设备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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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设备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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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公用系统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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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生产公用系统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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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艺参数及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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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艺参数及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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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与环境、生产设备、公用系统在线监测
同步，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实时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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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谢谢大家！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是提升产品质
量，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