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STARLIMS 独立版本科学数据管理系统（SDMS）
实现数据完整性
雅培信息现推出独立版本的 STARLIMS 科学数据管理系统（SDMS），以协助客户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FDA）及其他监管机构对数据完整性的合规要求。ALCOA 原则主要起源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后来被欧洲药品管理局扩展为 ALCOA+ ，它帮助我们记住与数据完整性相关的关键概念。它要
求数据必须是可追溯的、清晰的、同步的、原始的、准确的、完整的、一致的、持久的和可用的1。这些概
念不仅适用于纸质环境，而且也适用于电子工作环境。
常见的数据完整性问题包括密码共享、用户权限控制松散、缺乏计算机系统控制、处理方法定义不清、数据
不完整以及缺少审计追踪2。由于实验室没有遵循现行的良好文档管理规范（GDP），FDA 越来越多地发出
警告信。除了警告信之外，缺乏数据完整性可能导致工厂关闭、进口禁令、召回、诉讼，以及品牌价值和市
场份额的下降。
以下数据（见图1）显示，FDA 于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发出的警告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数据完整性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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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警告信中的数据完整性缺陷，复方药房除外

该问题如此普遍以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于 2018 年 12 月发布了《行业指南：
数据完整性与药品 CGMP 合规问答。该文件提
供了关于许多主题的指导，包括什么是数据完
整性，并接着解释了 21 CFR 规范的部分要求。
指导文件对数据完整性的描述与上文讨论的
ALCOA 原则一致，并提供了 CFR PART 211
和 212 中数据完整性要求的信息。

• 提供跨站点和地理位置的企业级数据共享
和访问控制。
• 允许用户在多个文件中搜索数据，以做出
明智的决策。
• 安全、可扩展、高性能、便于企业级部署
的技术平台。

指导文件接着将审计追踪定义为“一种安全的、

STARLIMS SDMS 特点

计算机生成的、有时间戳的电子记录，可用于
重建与创建、修改或删除电子记录有关的事件
过程”。例如，仪器的运行批应包括用户名称、
运行批日期/时间戳、任何处理或再处理的详细
信息。

用户必须使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以维
护数据安全性和数据完整性。其他权限设置用
于配置用户可以访问的内容以及该用户可以执
行的操作。此外，STARLIMS SDMS 提供了
支持保留政策和确保长期可访问性的工具。
STARLIMS SDMS 允许文档锁定和版本控
制，提供全面的可追溯性。通过 STARLIMS
SDMS，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下从多个来
源自动上传多种文件类型。最后，SDMS 允许
从仪器备份原始数据，以便审计时或若干年后
检索数据时使用，以此确保合规。

LIMS、 ELN 和 CDS 解决方案较好地满足了与
实验室测试工作流程相关的大部分数据完整性
要求。然而，设备接口、对设备原始数据和已
处理过数据的处理，以及对设备生成的数据和
实验室生成的其他科学数据的存储、搜索和归
档仍是一个挑战，可能导致数据完整性问题。
雅培信息认为这是制药、生物技术、医疗保健
和快速消费品等受监管行业实验室面临的重大
挑战，因此设计了一套独立版本的 SDMS 工具
以应对数据完整性的挑战。
为什么选择 STARLIMS SDMS 解决方案

STARLIMS 科学数据管理系统（SDMS）是一
个可以帮助组织遵守数据完整性要求的工具，
因为 STARLIMS SDMS:
• 特别为符合 21CFR Part 11 规范而设计，
确保合规的记录创建、审计追踪、电子签
名和数据安全性。
• 能以本机格式识别设备数据文件，解析数
据，以本机格式存储，包括提取的元数
据，并且无需创建记录的原始软件。
• 在数据被存储或推送到本地 LIMS 或 ELN
应用程序以进行额外的分析质量测试之
前，将强制执行文件工作流和审核流程。

关键挑战

数据输入

共享文件

重新输入数据花费时
间，并且可能导致数据
输入错误。

共享文件供团队成员审
核并不容易，而且必须
实现版本控制。

长期数据存储

搜索和定位

数据必须长期存储并且
可以用于审计检索，因
此可能会产生很高费
用。

查找文件花费时间，因为
它们可能存在多个地点、
硬盘或文件夹中。

工作流追踪
传递文件进行签名费时且
易出错，难以追踪。

独立版本的 SDMS 为许多机构填补了数据完
整性的重要空白。一些实验室可能没有实验室
信息管理系统（LIMS），或其 LIMS 缺乏
SDMS功能。
STARLIMS SDMS 解决方案

仪器接口

交付时间

与各种仪器集成（基于文件、
RS232、TCP/IP)，具有全面的
数据完整性，提高效率。

避免手动记录，数秒内即可
获取仪器数据，提高实验室
的生产力和质量。

企业级应用和集中的数据
企业级应用允许用户根据预设
权限，从不同地点或站点查看
或访问数据。

数据存储和检索
可长期存储数据和文件，并
建立索引，方便实验室用户
查询和检索。

节约成本

工作流

一个单一的SDMS 数据库可以
存储所有仪器数据，避免在
文件服务器和本地计算机上
存储数据。

创建用于检索和审批文档的
工作流程，工作流包括发送
电子邮件、导出到 PDF、同
步到 LIMS 等步骤。

STARLIMS 独立版本 SDMS 可以与您现有的
LIMS 共同运行，无需替换 LIMS
对于那些 LIMS 缺乏 SDMS 功能的实验室而
言，更换一个具有 SDMS 功能的新 LIMS 可能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STARLIMS 独立版本
SDMS 可以支持目前无法满足的严格的文档管
理需求。

独立版本的 SDMS 可以与现有的 LIMS 一起使
用，从而缩短了实现数据完整性所需的时间。
SDMS 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可以将 SDMS
以 web service 的方式与 LIMS 集成。
Web 方法包括从 LIMS 接收样品信息，将结果
数据发送到 LIMS，从 SDMS 获取原始数据文
件，将原始数据文件发送到 LIMS，以及对基
于仪器原始文件结构的数据进行归档（见图
2）。
STARLIMS 独立版本 SDMS 无需 LIMS 亦可运行
如果您的组织没有 LIMS，您可以先从
STARLIMS 独立版本 SDMS 解决方案开始，然
后扩展到企业级 STARLIMS 版本，或者与您选
择的另一个 LIMS 集成。没有 LIMS 的实验
室也可以使用独立版本的 SDMS 来帮助达到数
据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SDMS 将把数据文
件存储在一个文件夹结构中，允许审计人员以
合理的方式查看数据（见图2）。
即使没有 LIMS ，独立版本的 SDMS 也可以帮
助满足 21 CFR PART 211 和 212 对数据完整性
的许多要求，而只用 CDS 可能无法满足这些要
求。例如，备份数据，防止数据破坏和丢失，
实时获取数据，确保原始数据为原始记录。总
之，使用独立版本的 SDMS 可以成为实验室在
实施 LIMS 之前遵守合规性的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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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连接 STARLIMS SDMS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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