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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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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药品物流过程中的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温度监测和控制、设

施设备、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物流运作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C/T 449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藏药品 cold storage drug

对贮存、运输有冷处、冷冻等温度要求的药品。

3.2

冷处 cold condition

温度符合 2℃～10℃的贮存运输条件。

3.3

冷冻 freezing condition

温度符合-10℃～-25℃的贮存运输条件。

3.4

药品冷链物流 drug cold chain logistics

采用专用设施设备，使冷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温度始终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的物流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冷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温度应始终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4.2 应配备确保冷藏药品温度要求的设施、设备和运输工具。

4.3 应采用信息技术和设备，提供温度监控记录，确保冷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温度可追溯。

4.4 应制定确保温度要求的管理制度及温度异常应急处理预案。

4.5 需要委托贮存或运输冷藏药品的单位，应对受托方的冷链条件进行查验，签订合同时应明确药品

在贮存运输和配送过程中的温度要求。

5 冷藏药品的收货、验收

5.1 冷藏药品的收货区应根据药品说明书上规定的贮存温度要求而设置在相应的温度条件下或在阴凉

处，不得置于阳光直射、热源设备附近或其它周围环境温度可能会提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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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收货时收货方应检测药品及环境温度。

5.3 冷藏药品收货时，收货方应索取运输交接单，做好实时温度记录，并签字确认。有多个交接环节

的，每个交接环节的收货方都要签收交接单。交接单参见附录 A。

5.4 对退回的药品，接收企业应视同收货，应按 5.1、5.2、5.3 操作，并做好记录，必要时送检验部

门检验。

5.5 冷藏药品的收货、验收记录应保存至超过冷藏药品有效期一年以备查，记录至少保留五年。疫苗

的收货、验收记录应保存至超过冷藏药品有效期二年以备查，记录至少保留五年。

6 冷藏药品的贮存、养护

6.1 冷藏药品贮存的温度应符合冷藏药品说明书的要求。

6.2 贮存冷藏药品时应按冷藏药品的批号堆垛，不同批号的冷藏药品不得混垛。垛间距不小于 5cm，

与仓间墙、柱、温湿度调控设备及管道的设备间距不小于 30cm，与地面的间距不小于 10cm。

6.3 在库冷藏药品按质量状态实行色标管理，待验冷藏药品库（区）、退货冷藏药品库（区）为黄色；

合格冷藏药品库（区）、待发冷藏药品库（区）为绿色；不合格冷藏药品库（区）为红色。

6.4 冷藏药品应进行在库养护检查并记录。发现质量异常，应先行隔离，暂停发货，做好记录，及时

送检验部门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处理。

6.5 养护记录应保存至超过冷藏药品有效期一年以备查，记录至少保留五年。疫苗的养护记录应保存

至超过冷藏药品有效期二年以备查，记录至少保留五年。

6.6 冷藏药品贮存库应根据验证结果配置温度记录设备。

7 冷藏药品的发货

7.1 应指定符合 11.1 条件的人员负责冷藏药品的发货、拼箱、装车工作，并选择适合的运输方式。

7.2 备货、拆零、拼箱、装箱、装车应使冷藏药品处于规定的贮存温度下。

7.3 冷藏药品的发货、装载区应根据药品说明书上规定的贮存温度要求而设置在相应的温度条件下或

在阴凉处，不允许置于阳光直射、热源设备附近或其它周围环境温度可能会提升的位置。

7.4 装载冷藏药品时，冷藏车或冷藏（保温）箱应预冷至符合药品贮存运输温度，应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装运，与冷藏（保温）箱配套的蓄能剂应满足冷藏药品温度的要求。

7.5 发货时应检查冷藏药品、装载环境及运输设备温度并做好记录，双方在运输交接单上

签字确认。

7.6 采用冷藏车运输时，应根据装载空间大小配置相应数量温度记录设备随货发运；采用

冷藏（保温）箱运输时，应配备温度检测设备或材料随货发运。

7.7 冷藏药品不得直接接触控温物质，防止对药品质量造成影响。

7.8 采用冷藏车运输冷藏药品时，应根据冷藏车标准装载药品。应合理码放，药品箱的装载高度应低

于冷风机出口位置，避开回风口，与车厢内壁保持适当间距，便于气流循环。

8 冷藏药品的运输

8.1 冷藏药品运输方式选择应确保温度符合要求，应根据药品数量、路程远近、运输时间、贮存条件、

外界温度等情况选择合适的运输工具，宜采用冷藏车或冷藏（保温）箱运输。

8.2 采用冷藏（保温）箱运输冷藏药品时，冷藏（保温）箱上应注明贮存条件、启运时间、保温时限、

特殊注意事项或运输警示。

8.3 应制定冷藏药品发运流程。发运流程内容包括运输前通知、运输方式、线路、联系人、异常处理

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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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运输人员出行前应对冷藏车及冷藏车的制冷设备、温度记录显示仪进行检查，要确保所有的设施

设备正常并符合温度要求。在运输过程中，要及时查看温度记录显示仪，如出现温度异常情况，应及时

报告并处置。

8.5 冷藏车在运输途中要对温度进行实时监测，数据应可导出或上传且不可更改。温度记录应当随药

品移交收货方。

8.6 采用冷藏（保温）箱运输时，根据冷藏（保温）箱的性能验证结果，在冷藏（保温）箱支持的，

符合药品贮存条件的保温时间内送达。

8.7 冷藏药品运输及配送时，要在规定时限内送达，运输及配送途中不得开启冷藏（保温）

箱，确保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冷链运输及配送。

9 冷藏药品的温度监测和控制

9.1 冷藏药品在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过程中应进行温度监控，可采用温度记录仪、

温度电子标签、温湿度监控仪等温度记录设备或温度检测材料。

9.2 手工记录的温度监测数据应保留原始单据，自动温度监测数据可读取存档。

9.3 冷库温度记录间隔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次，冷藏车的温度记录间隔时间不超过10分钟/次，冷藏

（保温）箱的温度不能超过药品贮存要求。

9.4 温度报警装置应能在临界状态下报警，应有专人及时处置，并做好温度超标报警情况的记录。

9.5 制冷设备的启停温度设定值：冷处应在 3℃～7℃范围内，冷冻应在-12℃～-23℃范围内。

9.6 应按规定对自动温度记录设备、温度自动监控及报警装置等设备进行校验，保持准确完好。

9.7 冷藏药品的温度记录至少保留五年。

10 冷藏药品贮存、运输的设施设备

10.1 应配置与生产经营品种、规模相适应的冷库、冷藏车、冷藏（保温）箱或其它符合药

品贮存温度要求的设施设备。

10.2 冷藏药品的贮存应有自动监测、自动调控、自动记录及报警装置，温度自动监测布点

应经过验证，符合药品冷藏要求。

10.3 冷藏（保温）箱应根据不同材质、不同配置方式以及环境温度进行保温性能验证，并

在验证结果支持的范围内进行运输。

10.4 冷藏车应符合 QC/T 449 的规定和要求，并应具有独立制冷/制热系统、自动温度监控

记录功能，实施实时温度监测。

10.5 对于使用的冷藏车，要进行空载温度分布验证，达到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正式使用后，要进行

冷藏车配送在途（满载）温度分布验证。根据冷藏车温度分布验证结果，制定冷藏车使用操作细则，明

确装车要求、货品摆放位置及注意事项。

10.6 在用的冷藏车辆每年在极端温度环境下进行在途温度验证。

10.7 冷藏设施设备应配有备用发电机组或安装双路电路。

10.8 冷藏药品贮存、运输设施设备应有校准方案、定期维护方案和紧急处理方案，有专人定期进行检

查、校准、清洁、管理和维护，并有记录，记录至少保存五年。

10.9 建立健全冷藏药品贮存运输设施设备档案，并对其运行状况进行记录，记录至少保存五年。

11 人员配备

11.1 应配备与药品冷链管理、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11.2 冷藏药品的收货、验收、养护人员应经过相应培训，熟悉冷链基础知识、所经营冷藏药品的温（湿）

度敏感性特点、产品分销特点等冷链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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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从事冷藏药品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等工作的人员，应接受冷藏药品的贮存、运

输、突发状况应急处理等业务培训。

11.4 冷藏（保温）箱的操作、使用、维护等人员必须经过产品温（湿）度敏感性特点、箱体适用条件、

蓄冷剂预冷条件等专业知识的培训。

11.5 冷链管理中所涉及的计算机系统、温度记录仪的使用等，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11.6 应建立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计划，并定期进行培训有效性和充分性的评估。

11.7 参与冷链验证的人员应经过有关培训。

11.8 直接接触药品的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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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冷藏药品运输交接单

日期： 年 月 日

供货单位

（发运单位）

购货单位

（接收单位）

药品简要信息

（应与所附销售

随货同行联相对

应）

序号 药品名称/规格/生产企业/生产批号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温度控制要求 装载环境温度

温度控制设备 预冷温度

运输方式 运输工具

启运时间 启运时温度

保温时限 随货同行联编号

发货人员签字 运输人员签字

备注

以上信息发运时填写

以下信息收货时填写

到达时间 在途温度是否报警

到达时温度 接收人员签字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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