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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药典对冷链药品温度要求的异同 



1  药典对冷链药品的温度要求 

什么是冷链药品？ 

   冷链药品：是指对药品贮藏、运输有冷藏、冷冻等温度要求的药品。

如血液制品、疫苗、各种胰岛素、生物制品等； 

   



• 国内外药典贮存温度的规定 
 

阴凉处：不超过20℃  
凉暗处：避光并不超过20℃ 
冷处：2～10℃ 
常温：10～30℃ 
未规定贮藏温度的一般系指常温 

中国药典 
2015 

1  药典对冷链药品的温度要求 

中国GSP（局令28号） 
 第八十三条 企业应当根据药品的质量特性对药品进行合理储存，并
符合以下要求： 
  （一）按包装标示的温度要求储存药品，包装上没有标示具体温
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贮藏要求进行储存； 
  （二）储存药品相对湿度为35%—75%； 
 



1  药典对冷链药品的温度要求 



国内外药典贮存温度的规定 
 

冷冻（In a deep-freeze）：-15℃以下 
冷藏（In a refrigerator）：2～8℃ 
冷处或凉处（Cold or cool）：8～15℃ 
室温（Room temperature）：15～25℃ 

欧洲药典
EP7.0 

标准温度（Standard temperature）：20℃ 
常温（Ordinary temperature）：15～25℃ 
室温（Room temperature）：1～30℃ 
凉处（A cold place）：1～15℃ 
微温（lukewarm）：30～40℃ 

日本药典
JP15 

1  药典对冷链药品的温度要求 



• 国内外药典贮存温度的规定 
 冷冻（Freezer）：-25～-10℃ 

冷处（Cold）：不超过8℃ 
冷藏（A “refrigerator”is a cold place）： 2～8℃ 
受控制的冷处（Controlled cold temperature）：2～8℃，在贮存、运输及
配送时允许在0～15℃。短时的可超过25℃，但应保证不超过24小时，除非有
稳定性数据支持或生产商许可标识。 
凉处（Cool）：8～15℃ 
室温（Room temperature）：工作区温度 
可控室温（Controlled room temperature）：20～25℃，平均温度应不超过
25℃。药房、医院、仓库允许在15～30℃。平均温度只要在范围内，短时的可
超过40℃，但应保证不超过24小时。超过40℃应有生产商许可标识。 
暖处（Warm）：30～40℃ 
过热（Excessive heat）：高于40℃ 
干燥处（Dry place）：在可控室温下，或在其他温度的等同气压下，平均相对
湿度不超过40%。平均相对湿度可以直接测量，也可根据天气报告。测定可在
一个季度、一年、或者药品的贮存期内，在不少于12次平行测定的基础上获得。
平均相对湿度不超过40%，相对湿度偶尔过45%是允许的。 

美国药典 
USP34 



国内外药典贮存温度的规定 
 

冷冻（In a deep-freeze）：-15℃以下 
冷藏（In a refrigerator）：2～8℃ 
室温（Room temperature）：15～25℃ 
冷处或凉处（Cold or cool）：8～15℃ 

英国药典 

1  药典对冷链药品的温度要求 



药典储藏条件比较 

中国药典（Ch.P) 美国药典（USP) 欧洲药典（EP） 日本药局方（JP) 

N.A 冷冻 -25～-10℃ 冷冻 低于-15℃ N.A 

冷处 2～10℃ 冷处 
2～8℃，仓储与运输允许在0～15℃浮
动，但平均动力温度不得超过8℃ 

冷藏 2～8℃ 冷处 1～15℃ 

阴凉处 不超过20℃ 凉处 8～15℃ 冷处或凉处 8～15℃ 

N.A 
凉暗处 

避光并不超过
20℃ 

N.A N.A  

常温 10～30℃ 
室温（工作
区温度） 

可控室温：20～25℃,在药房、医院和
仓库中允许在15～30℃范围浮动，但平
均温度不得超过25℃，40℃不得超过
24小时。 

室温 15～25℃ 室温 1～30℃ 

N.A 

温暖处 30～40℃ 

N.A  

标准温度 20℃ 
过热 高于40℃ 

一般温度 15～25℃ 

干燥处 
室温下，平均相对湿度不超过40%RH，
允许偶尔达到45%RH。 微温 30～40℃ 

未规定储藏温度，按常温储藏 未规定储藏温度，按常温储藏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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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中国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应按照冷藏药品标签上的储存要求，对冷藏药品进行运输 
药品包装标签上标注药品贮存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冰块和药品之间有隔离 
使用已校准的温度探头对温度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控 
温度数据保留5年 
对贮存位置应进行日常最低和最高温度控制和记录。所有记录设备应被校准 
分销商应审核每个产品的温度记录或温度数据 
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存贮条件 
前瞻和回顾的方式评估质量风险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欧盟 中国 

对冷藏药品运输提出了高低风
险药品的区分 
“一些冷藏药品，例如：疫苗、
生物技术产品（如：胰岛素）、血
液、血浆和血清制品、可以被划分
为高风险产品，因为它们不能冷冻，
也不能暴露在高温下 
其他产品，例如，氯霉素眼药水，
它们的标签上注明需要保持在2到
8℃，但是如果短期超出规定的温
度范围，对患者没有什么危害的。” 

药品风险分级 

没有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冷藏
药品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 

欧盟 中国 

对高低风险药品运输有不同的要求： 
对于一些风险较低的少量产品，且运
输时间小于3小时，可以使用已验证的保
温箱。 
对于大批的冷藏药品，通常采用冷藏
车运输方式。 
如客户需要，则向客户提供资料证明
产品符合储存温度要求 
高风险产品的运输过程中，严格温度
控制并提供整个运输过程的温度数据 
但不论使用什么运输方式，重要的是要
维持药品所需的温度 

 

风险级别与运输要求 

没有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冷藏药品 
企业运输冷藏、冷冻药品，应当根据
药品数量、运输距离、运输时间、温度
要求、外部环境温度等情况，选择适宜
的运输工具和温控方式，确保运输过程
中温度控制符合要求 
所有的产品提供整个运输温度数据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 

欧盟 中国 

允许使用“平均动力学温度

（MKT）”，但前提是： 

只有在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对特定产

品提供了可接受的平均动力学温度值

（MKT），且自产品离开生产商厂房

后温度记录与实际相符且完整，才可

以使用MKT。 

如果一个产品没有相应的完整温度

记录，是不能使用MKT的。 

“平均动力学温度（MKT）”的使用 

不允许使用MKT 

MKT没有考虑到药品可能会引起不

可逆的质量缺陷 

MKT没有考虑在冷冻点上下的温度

可能会使得安瓿和注射用瓶的玻璃产

生龟裂 

MKT计算需要知道之前所有运输过

程中的温度情况，在目前的情况下，

数据获得还有难度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欧盟 中国 

 
对批发商冷藏药品运输前的包装要求 

无明确要求，但要求了保温箱
等有温度外显设备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分销商还应确保冷藏产品被明

确标识，标签上应有详细的贮存

和运输条件 
 



... 

欧盟 中国 

 

对冷藏药品运输时温度偏差的规定 

没有明确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存
贮条件。 
无明确要求温度范围可以灵活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存贮条件。 
“只有当根据生产商、药品企业
或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的包装或确
认的书面信息，在上述温度范围内
的运输将不会降低质量”，这样的
温度范围才可能更灵活。例如，已
证明“与药品上市许可相关的标签
说明只能存贮在+2到+8 °C，即使
温度在短时间内高至 +25 °C其质
量仍保持足够稳定“。 
 



国家 温度偏差 

中国 
1、每次运输都要求对温度进行监控 
2、未明确是否允许以加速试验数据评估结果为依据直接放宽储运条件 
3、运输验证（考虑最差条件） 

欧盟 

1、使用MKT评估温度偏差需要有足够信息支持 
2、并不是每一次运输中都要求对温度进行监控，但要进行风险评估 
3、如果没有风险评估，那就必须进行温度监控，不能使用MKT作为降低风险的措施 
4、如果风险评估结论是需要对温度进行控制，那也必须进行监控（德国ZLG问答） 

美国 

1、允许计算MKT来评价储运条件是否符合要求（药典特别规定的品种除外） 
2、在储存、运输、分销过程中，允许温度在0至15℃（32和59℉）之间波动，但平均动力
学温度（MKT）不超过8℃（46℉）。片刻最高温度允许达到25℃（77℉），超过温度的最
长时间不得过24小时，除非稳定性数据或是其他厂商的说明支持 

2  产品的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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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中国 

冷链药品第三方运输的管理 

委托前、定期或者随时对受托方的能力进行评估和审计 

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应有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唐惠明 

3  冷链药品第三方委托运输的管理 



欧盟 中国 

对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 
委托方： 
委托方对外包的活动承担责任； 
委托方对受托方审计评估； 
委托方向受托方提供实施外包活动所需要的
所有信息 
受托方： 
具备足够的设施设备、程序、知识、经验和
人员 
未经委托方评估和审计，受托方不得转包 
受托方避免从事可能给委托方造成的负面影
响 
受托方必须将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及时
传达给委托方 

只对委托方提出了要求，未对受托方提出要求 

委托方： 

索取承运单位的运输资质文件、运输设施设备
和监测系统证明及验证文件、承运人员资质证明、
运输过程温度控制及监测等相关资料。 
对承运方的运输设施设备、人员资质、质量保
障能力、安全运输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进行委
托前和定期审计，审计报告存档备查。 
承运单位冷藏、冷冻运输设施设备及自动监测
系统不符合规定或未经验证的，不得委托运输。 
根据承运方的资质和条件，必要时对承运方的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3  冷链药品第三方委托运输的管理 

冷链药品第三方运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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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中国 

冷链药品的退货管理 

退货必须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符合双方合同约定 

有充分证据证明是本企业销售的产品 

退货前有书面申请并通过审批 

客户书面证明药品在整个时间段均被存贮所标识的储存条件下 

存在任何偏差，都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经过培训的专人对退货产品进行检查 

如果不能及时对退货进行检查，那么退货在被检查前应被存放在冷藏

环境下的指定位置。 

 

 

4  冷藏药品的退货管理 



欧盟 

被盗后找回的药品不能退回可销售库存，不能销售
给客户 
明确了如果药品离开了分销商的存储设备，则必须
满足以下条件方可退入可销售库存： 
i. 药品外包装情况良好，未被打开，未被损坏，未过
期，未被召回； 
ii. 如果药品是从不持有批发销售许可的客户那里退回，
或从一个授权向公众销售药品的药房退回，则只有在
可接受时限，例如10天内退回的药品方可退入可销售
库存； 
iii. 客户已证明药品是在其特定的存贮条件下进行运输、
存贮和处置的； 
iv. 被退回的药品经过有资质的人员的检查和评估； 
v. 分销商有合理的证据证明药品被销给客户（通过原
始发货凭证复印件，或通过发票编号等），知道具有
安全特征的产品批号，没有理由认为产品是假药。 
 
 

无被盗药品退货的要求 

没有对退货药品的情况进行细化 

冷链药品的退货管理 

欧盟 中国 

4  冷藏药品的退货管理 



对于需要特殊温度，如低温存贮条件的药
品，只有当存在书面证据证明药品在整个时
间段均被存贮在所要求的存贮条件下时，方
可退入可销售库存。 
如果存在任何偏差，则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根据该风险评估，论述产品的完整性。证据
应涵盖： 
i. 发运给客户单据； 
ii. 检查产品； 
iii. 打开运输包装； 
iv. 将产品重新返入包装； 
v. 收集并退回给分销商； 
vi. 退回销售场所的冰箱。 
因为冷藏产品退货的内在危害，许多批发商
都不会考虑将退回的冷藏产品进行转售。 
 

 
 

对销后退回的药品，同时检查退货方提
供的温度控制说明文件和售出期间温度控
制的相关数据。对于不能提供文件、数据，
或温度控制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拒收，做
好记录并报质量管理部门处理。 
没有明确要求风险评估 

欧盟 中国 

4  冷藏药品的退货管理 





药典委发布《2020版药典凡例》、《微生物
限度检查法》、《生物制品》等国家标准草
案  
（二）生物制品运输管理要求 
2. 除另有规定外， 应采用冷链运输 。冷链运
输 ，即运输全过 程， 包括装卸搬运、转换
运输方式，外包装箱组装与拆除等环节，都
能使制品始终保持在一定 温度下。疫苗冷链
运输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