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家标准示范企业评审细则要求 

检查项目共 83 项，其中严重缺陷项（***）16 项，主要缺陷项（**）42 项，

一般缺陷项（*）25 项 

严重缺陷项（***）：该类缺陷与质量合规的要求严重不符，将导致直接的

或潜在的安全、法规和运输风险。包括某个独立的缺陷只是主要缺陷或一般缺陷，

但几个非严重缺陷共同作用就会构成严重缺陷的情况。有该类缺陷应立即通知管

理层，立即采取措施，影响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 

主要缺陷项（**）：该类缺陷违背了相关的法规、指导方针或质量规范，可

能导致运输操作不符合药品质量要求。包括某个独立的缺陷只是一般缺陷，但几

个一般缺陷共同作用就会构成主要缺陷的情况。该类缺陷影响的活动虽然可以继

续运作，但应需要制定整改措施。 

一般缺陷项（*）：该类缺陷偏离了相关的法规、指导方针或质量规范，但

未影响整体流程或质量体系的可靠性及业务的持续性。该类缺陷影响的活动虽然

可以继续运作，但应需要制定定期整改措施。 

检查项目 
结果判定 

严重缺陷项（***） 主要缺陷项（**） 一般缺陷项（*） 

0 0 ≤20% 通过检查 

0 0 20%~30% 限期整改后复审检
查 0 ＜10% ＜20% 

≥1 - - 

不通过检查 
0 ≥10% - 

0 ＜10% ≥20% 

0 0 ≥30% 



项目 检查项目 
缺陷

级别 

企业

基本

情况 

1. 具备政府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体系认证证书，各项证书信息应一致，并在有效期内； *** 

2. 具备商业运输保险，货品保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范围、金额应与经营业务、产品特性相适应匹配； ** 

3. 企业依法和诚实守信经营，禁止任何虚假、欺骗行为； *** 

质量

管理

体系 

4.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相关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 

5. 质量管理体系应当与其经营范围和规模相适应,包括组织机构、人员、设施设备、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应的计算机

系统等； 
** 

6. 定期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对内审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依据分析结论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改进

措施； 
** 

7. 企业应当采用前瞻或者回顾的方式，对药品冷链过程中的质量风险进行评估、控制、沟通和审核。 ** 

 

 

组织 

机构 

8. 设立与其经营活动和质量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或者岗位； *** 

9. 明确规定各组织机构或者岗位的职责、权限； ** 

10. 设立质量管理部门，有效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 

11. 质量管理部门或质量管理人员应当组织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校准和验证； ** 

12. 质量管理部门或质量管理人员应当组织对被委托运输的承运方运输条件和质量保障能力的审查； ** 



 

 

 

人员 

与培 

训 

13. 质量负责人应当全面负责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独立履行职责，在企业内部对质量管理具有裁决权； *** 

14. 质量负责人及药品冷链管理工作人员（运输过程中收货、验收、贮藏、养护、质量管理、发货、运输等），应熟悉

《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及 GSP 等法律法规规范要求； 
*** 

15. 质量负责人应当具有相关专业（医学、检验学、药学、微生物、生物工程、化学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 

16. 质量负责人应有 3 年以上药品冷链物流或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在质量管理工作中具备正确判断和保障实施

的能力； 
** 

17. 质量负责人应当在职在岗（购买注册在本公司的社会医疗保险、劳动合同），不得兼职其他业务工作； *** 

18. 各岗位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和继续培训，药品冷链管理工作人员员应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 

19. 按照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开展培训，使相关人员能正确理解并履行职责； * 

20. 培训工作应当做好记录（包括培训年度计划、通知、签到表、培训教材考核等）并建立档案； * 

21. 直接接触药品的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体检，并取得健康证明，并建立健康档案； * 

 

 

质量

管理 

体系 

文件 

22.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质量管理制度、部门及岗位职责、操作规程、档案、报告、记录和凭证等； *** 

23. 文件的起草、修订、审核、批准、分发、保管，以及修改、撤销、替换、销毁等应当按照文件管理操作规程进行，

并保存相关记录； 
* 

24. 文件应当标明题目、种类、目的以及文件编号和版本号； * 

25. 应当定期审核、修订文件； * 



26. 使用的文件应当为现行有效的文本，已废止或者失效的文件除留档备查外，不得在工作现场出现； * 

27. 相关记录及凭证应当至少保存 5 年； * 

 

 

 

 

 

 

 

 

运输 

管理 

28. 运输司机应持驾驶证上岗，对医药冷藏车性能及冷链药品运输操作规程熟悉； *** 

29. 冷藏车辆应有专门的车辆维修保养标准操作规程； ** 

30. 应建立车辆档案，包括车辆行驶证、保险卡、营运资格证、车辆按规定进行维修、保养的记录、驾驶行车日记录等； ** 

31. 冷藏车厢内，药品与厢内前板距离不小于 10 厘米，与后板、侧板、底板间距不小于 5 厘米，药品码放高度不得超过

制冷机组出风口下沿，有保护运输过程中药品往前碰撞或者拦住出风口的护栏装置，确保气流正常循环和温度均匀

分布； 

** 

32. 冷藏车厢底部、前部、侧部均宜安装导风槽； ** 

33. 冷藏车厢后门宜有保温门帘等温度隔离防护措施； ** 

34. 冷藏车使用年限应在 5 年或 60 万 km 内； ** 

35. 装车前检查冷藏车的启用、运行状态，达到温度规定后方可装车，并做好出车检查记录； ** 

36. 运输冷链药品过程中，应保证药品始终处于温度合格范围内； * 

37. 交接时，应当对其运输方式及运输过程的全过程温度记录、启运时间、到货时间、到货温度等质量控制状况进行重

点检查并记录，不符合温度要求的应当暂存； 
*** 

38. 应有冷藏（保温）箱的使用记录； * 



39. 应有蓄冷剂的预冷、使用记录； * 

40. 应根据验证结果制定冷藏车操作规程，并按操作规程实际运营； ** 

41. 应根据验证结果制定冷藏（保温）箱操作规程，并按操作规程实际运营； ** 

42. 验证结果对驾驶员进行培训指导后，宜将开门作业时间、断电保温时间等相关数据在驾驶室等明显位置张贴，便于

司机操作； 
* 

43. 运输设施设备的定期检查、清洁和维护应当由专人负责，并建立记录和档案； * 

44. 应制定相关运输应急预案并每年进行一次及以上的定期演练； *** 

45. 企业委托运输冷链药品应当与承运方签订运输协议，明确药品质量责任、遵守运输操作规程和在途时限等内容； *** 

 

 

 

温湿 

度自 

动监 

测 

46. 运输冷链药品应配备温度监测系统； *** 

47. 应对冷藏车或冷藏（保温）箱在运输中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测； *** 

48. 在运输冷链药品过程中至少每隔 5 分钟自动记录一次实时温度数据；当监测的温度值超出规定范围时，车载温度监

控系统应当至少每隔 2 分钟记录一次实时温度数据； 
** 

49. 车载温度监测系统应能在临界状态下报警，具备就地报警、平台报警和远程报警功能； *** 

50. 出现超温时，应有专人及时处置，并做好温度超标报警情况的记录； ** 

51. 温度数据应按日备份，并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保存，不可修改，按权限管理； * 



52. 系统应当独立地不间断运行，防止因供电中断、计算机关闭或故障等因素，影响系统正常运行或造成数据丢失； *** 

53. 应当对测点终端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校准，对系统设备应当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保养，并建立档案； * 

 

 

 

 

 

 

 

 

 

验证 

管理 

54. 企业应当对冷库、冷藏车、冷藏（保温）箱以及温湿度自动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等进行验证； *** 

55. 企业质量负责人负责验证工作的监督、指导、协调与审批； ** 

56. 质量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运输等部门共同实施验证工作； ** 

57. 企业应当根据相关验证管理制度，形成验证控制文件，包括验证方案、报告、评价、偏差处理和预防措施等； ** 

58. 应成立专门的验证小组； * 

59. 按年度制定验证主计划并经质量负责人审批； * 

60. 验证方案需经企业质量负责人审核并批准后，方可实施； * 

61. 校准证书复印件应当作为验证报告的必要附件； ** 

62. 验证报告由质量负责人批准，报告内容应包括验证目的、培训记录、仪器、仪表校验、过程描述、结论、附件等； ** 

63. 验证使用的温度传感器应当经法定计量机构校准； * 

64. 验证使用的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应当适用被验证设备的正常工作范围，测量范围在 0℃~40℃之间，温度的最大允许

误差为±0.5℃；测量范围在-25℃~0℃之间，温度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 
* 



65. 医药冷藏车每年应进行定期温控性能确认（2 次/年），分别安排在夏季（6 月—8 月）和冬季（12 月—次年 2 月），

定期温控性能确认进行满载温度分布测试； 
** 

66. 医药冷藏车定期验证满载条件为装载率高于 70%； * 

67. 医药冷藏车初次使用前、冷藏车改造后再次使用前、冷藏车停用超过半年再启用前应进行空载及满载性能确认； ** 

68. 医药冷藏车空载及满载温度分布测试过程达到规定的温度并运行稳定后，数据有效持续采集时间应根据车辆最长运

输时间或 24 小时以上，应不少于 5 小时； 
** 

69. 根据医药冷藏箱或保温箱的适用范围、实际运输线路不同季节的温度特性，并充分考虑极端天气，设定静态模拟运

输温度验证条件，包括药品运输经历各阶段温度及持续时间等。 
** 

70. 每一种医药冷藏箱或保温箱包装方式均应按照其对应的使用温度条件进行静态模拟性能确认。 ** 

71. 静态模拟温度性能确认时限不应少于该包装箱实际应用的最长时间； ** 

72. 每种包装方案均需进行实际线路性能确认，线路的选择应符合最长运输时间、经历极端温度等条件。； * 

73. 医药冷藏箱或保温箱性能确认时至少放置 5 个温度记录仪，各温度记录仪均匀分布。实际应用时放置温度记录仪的

位置应放置测试记录仪。验证数据采集的间隔时间不应大于 5min； 
** 

74. 对于温控性能确认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应分析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所有偏差及处理过程均应记录备案于相关表单

中，制定相关整改措施并严格执行； 
** 

75. 企业应当对温度监测系统进行使用前验证、定期验证及停用时间超过半年的验证； ** 



76. 应利用人体或其它热源改变温度检测系统的测点终端的温度触发报警确认报警功能是否符合要求； ** 

77. 应核查是否在另一台独立的计算机或存储设备按日备份数据，并保证数据安全有效； ** 

78. 应核查不间断电源容量，确认其可为整个监测系统供电。断电情况下可实现数据采集、存储、报警等全部功能； ** 

79. 控制系统与监测系统分别使用独立的传感器、控制主机、报警器和运行软件； ** 

80. 应当确保所有验证数据的真实、完整、有效、可追溯； ** 

81. 应具备经审批确认的验证合格清单； * 

82. 验证的结果，应当作为企业制定或修订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相关内容的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