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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的设施自动化系统

用于生命科学产业的设施自动化方案FAS

纯净、高质量的药品品
空气压力、温度或湿度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药品的质量。以
往，药品生产厂商采用多种系统来控制环境。商业级的建筑管
理系统（BMS）控制非GxP区域。PLC/SCADA系统控制生产过
程，批量生产也需手工登记在册。

这些独立的系统之间缺乏沟通；生产条件的控制并未参考室内
环境条件；数据记录格式互不兼容。此外，系统的维护成本高
昂，很难就法规、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现在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一定要完全要符合当前
的法规。而且将来也必须符合，而且它必须能优化资本，提高
利润和生产率。

工业、法规和专业知识
这种新方案就是ABB公司的集成设施自动化系统（FAS）。只
有ABB公司能将产业、法规和专业知识进行适当的相结合，创
造出FAS解决方案。我们了解生命科学产业的需求，凭借我们
在全球受法规管制工业方面的百年经验，我们在过程和环境控
制系统技术领域已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

公司的集成设施自动化解决方案改变了药品生产厂商管理和监
控生产的方法。它将GxP和非GxP区域的生产过程和环境的有
关信息都集中到单一的数据源和数据库。这些数据具有可追踪
性、可访问性和安全性，可根据管理监督部门的要求提供文档
证据。

实际上，在向管理监督部门报告方面，FAS能减少10％的报告
成本，在管理监督部门的验证方面，能减少10％到15％的审核
成本。

ABB公司的FAS具有下列功能：
■ 控制整个工厂的BMS（采暖、通风和空调）
■ 控制整个洁净区域的EMS（环境监控系统）
■ 按照预先的配置，配有安全的数据存贮
■ 控制和管理如下的子系统：
安全／访问控制系统
CCTV系统
人身安全系统
电力管理系统
照明管理系统

■ 可选的设备和集装箱管理系统
■ 成套的现场仪器仪表设备
■ 与第三方生产设备的接口
■ 与第三方公用设施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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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药品生产数据和环境数据的同步记录
■ 具有趋势记录、报警以及意外情况的处理能力，包括能让生产
   操作人员做有关记录，并就报警和事件做电子签名
■ 整个工厂范围内的日期和时间同步
■ 可配置成多种生产模式（比如：有人和无人生产或者夜间停产
   模式）

ABB公司支持如BACnet等全球公认的工业标准，与其他子系统
和第三方设备进行无缝集成。ABB公司已经成为了推动并支持
BACnet通讯协议的第一个设备厂商。

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为了避免药品生产时发生污染，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对关键的生产现场的环境控制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法规。环境数
据必须和每个批次的药品生产和质量数据直接匹配，如果任何
人做了影响环境条件的任何动作，都要显示出来。审查时，这
些相关记录必须易于访问和理解，如果环境条件的变化超出了
限值，必须停止生产。

ABB公司的FAS将生产区域的物理环境保持在可知可控状态并
使其完全符合文件的要求。

提高生产效率的捷径

配备了ABB系统的FAS将给二次包装生产工厂提供一个控制生
产环境的单一系统，它能够：

■ 集成关键的环境数据和批次药品生产信息
■ 控制和改变生产环境参数，满足生产特定批次配方的需要
■ 生成用户动作行为的审查追踪记录，包括操作人员任何影响环
   境条件的动作行为
■ 监控数据，并保证数据的安全，易于访问
■ 可以生成预定义的检查报告和运行报告，授权用户也可以生成
   其他特殊的报告
■ 采用ABB变频器的单元控制（AHU空气处理机组）能与FAS无
缝集成（包括在线管理所有变频器的参数）

ABB公司FAS的应用范围

无论何时，只要药品与空气发生接触，就有因粉尘颗粒而引起
污染的危险。药品生产厂商了解控制环境条件的重要性，以确
保药品不会因空气压力、温度和湿度改变而受到污染、药品性
能发生改变。

但是仅仅是保持合适的环境条件还是不够的：
为了符合当前的法规，生产厂商还必须要保证生产中和生产后
重要的管制区域（比如消毒区和无菌灌装线）的环境状态。

标准135-2004-BACnet标准是经过由ANSI和ISO组
织审核通过的关于建筑自动化和控制网络的数据通
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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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来设施和生产过程的升级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自动化基础性平台

集成工厂内所有设施
ABB公司的FAS可以做到：
■ 将所有设备的管理都集成到一个全厂的IT基础框架内，所有的
系统和于系统都能无缝地共享信息

■ 将一个厂房或一组厂房或整个企业中的GxP区域和非GxP区域
的所有设施的管理都集成到一起

■ 将现有设备和将来第三方设备集成到一起
■ 将条码机和RElD（射频标签）机子系统集成到一起，对设备和
   包装箱可以进行跟踪记录和批号追查的管理

资产保护
ABB公司的FAS可优化您当前的资产和将来的资产。

因为FAS可以和现有的系统集成到一起，所以药品生产工厂可
以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采用FAS，并将其扩展到工厂的其他自
动化应用中。

将FAS内置的PLCconnect，可以从第三方设备和系统上读取实
时的或者历史的，警报以及事件的信息数据。

由于各个系统之间有PLCconnect，所以数据可无缝、安全的进
行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BMS及其他公用设施控制着生产环境。
这些系统通过采用多种工业标准协议与FAS进行通讯的。

FAS将这些系统中的相关数据集中地存储到符合21 CFR Part 11
规定的安全的存储位置。

自动化的扩展
ABB公司的FAS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自动化平台，是将来设施和
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升级的基础。升级后，FAS可管理整个生
产流程。ABB系统的组件Production Management（生产管理）
和Asset Optmizatin（资产优化）无需重新设计和审查即可添加
到控制流程中。

ISA S95的第三级功能
仪器系统及自动化协会（ISA）的标准将自动控制体系构架分为
了五个级别。大多数传统的工厂的管理方式都是零级（离散的
生产和控制）的或一级（离散的生产设备）的。一些工厂的管
理系统是二级的，配备有管理控制器，管理控制器将使用一般
的协议和网关将数据传输到DCS（分布式控制系统），反之亦
然。在这些低级别的控制方式中，保证DCS和BMS传感器的相
容和同时调准是困难的：批次生产过程条件的数据未必和BMS
系统采用的数据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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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公司的FAS达到了S95标准自动控制的第三级（企业级设备
运行信息网络）。在该级别中，FAS控制其他低级别的功能，
包括BMS（采暖、通风和空调）、现场的仪器设备．生产过程
安全和访问控制的子系统以及公用设施的接口。它将GxP数据
集成管理，包括直接控制生产环境、将计量批次系统和配方管
理无缝集成。

S95标准自动控制第四级涵盖了业务过程信息网络。FAS内置了
特有的能和四级系统直接相连的接口。

从现场仪器设备的自动化到企业资源计划（ERP），FAS可以进
行升级，这是经过测试和预先核准的。

用户的利益

用ABB公司的FAS将给您如下保证：
■ 设计和验证是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确保用户降低工程进度的拖延
和预算超支等风险

■ 设备、系统和解决方案都是可靠的，经过测试符合要求
■ 关键的环境数据是批次生产记录的内容的一部分
■ 可以按照批次配方来调整设备自动化运行的参数，因此生产环境的
控制也成了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

■ 数据质量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做趋势数据分析、故障诊断、
优化生产流程和出具符合规范报告时易于访问到相关数据

除此之外，该解决方案还具有：
■ 独特的集成能力和在线文档功能
■ 具有功能测试／模拟生产能力

选择ABB公司的产品和方案给您带来的好处
ABB公司和各类药厂有悠久的合作历史。我们了解生命科学工
业的需求，我们在受管制工业领域拥有百年经验。使您的公司
能够符合不断发展的法规要求，缩短管理部门检查的时间，加
快您将产品推向市场的步伐。选择ABB作为您的合作伙伴，能
使您的企业：
■ 获得当前最先进的、优秀的制药经验
■ 符合国家和国际的法律法规
■ 设施的各个方面都实现自动化

您拥有ABB的全球化的资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您需要，我
们还会提供本地化的服务支持。

“第一时间”的法规符合
ABB公司的办事处遍布世界各地，直接和国际客户、监管部门
接触，出席和参加国际会议，和ISPE领导者的接触，能保证我
们能紧跟药品的法规符合性要求。

按照FDA法规的要求和药厂的优良经验，FAS直接控制每个批
次药品的环境参数，如果有任何人做了任何更改环境条件的事
情，都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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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系统将设施自动化与生产过程信息相集成

FAS收集到的数据会存储到数据库中，该数据库符合21 CFR Part 
11的要求，并以电子的方式进行管理。每个批次的特定数据都
以“围上篱笆”的方式单独存储，便于日后监管部门检查。这
些数据不能进行裁减和编辑。登录的用户需要专门的ID和加密
的口令，FAS能自动按班次、日、周、月来生成设备、环境和
生产过程的标准报告。此外，授权用户还可以通过FAS生成他
自己特定的报告、图表和统计分析数据。

ABB公司的FAS的特点和功能完全支持法规符合和验证方面的
要求。

单一的运行和工程环境
ABB系统设备自动化集成后，将为用户节省13％或更多的投资
和运营费用。ABB配置了FAS后，就把所有设备组成了一个一
体化的运行和工程环境。这就提高了效率和安全性。例如：它
提供了一套统一完整的数据库，使经验重复使用和工程预设计
以及测试都直接达到较高水平，从而节省了工程设计的时间和
成本。ABB的Aspect Obijects将保证向客户交付的FAS能完全满足
用户的需求。

和传统的厂房管理系统相比，ABB公司的FAS无需过多的培
训、维护和工程设计。独立的厂房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系统
一－这些在过去采用的方式都分别需要独立的硬件、许可、软
件工程、测试、试运行以及验收。而且每个独立的系统都要进
行单独的培训。备件和支持方面也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于是当
需要再多管理一个新的生产区或满足新的法规要求时，就要付
出很高的成本了。

配置了FAS的系统是一个单一的平台，上面为现有的设备和第
三方系统预留了通用接口。该单一系统的方式集成了批次报
告、减少了特殊的连接、简化了数据传输、简化了备件的供应
和系统的维护，简化了培训、简化了现场测试、安装和试运
行。系统采用的是面向对象的技术，FAS的设计也具有可扩展
性和灵活性。

经验带来的好处
ABB公司强调法规遵从和验证的过程、强调工艺工程和控制系
统，能让您的设施管理达到较高水平。我们将技术知识和法规
符合性的专业经验相结合，帮助你降低总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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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挑战变为成功的机会——成功案例介绍

该药厂的GxP区和非GxP区采用了各自独立的控制系统，产生
了自动化的孤岛问题。一些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厂家采购来并安
装了的设备和系统，各自生成互不相容的数据，很难将这些数
据整编到一张符合法规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的表上。作为国际领
先的药厂，在达到法规管理部门要求方面成本的升高和生产效
率方面的低下已经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

此外，药厂还在不断发展。它的临床药品、疫苗、肿瘤药品、
口腔保健药品、非处方药品以及营养制剂等在市场上都处于领
先地位。随着产品线的扩大，就需要购买新的生产设备或者进
行设备的升级。由于“自动化孤岛”存在，使得生产的增长变
得很难，要保持生产的药品一直符合GxP这个统一的药品生产
标准也很难。

ABB公司的FAS的实施，使这个业界领先的药厂继续保持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生产环境条件也得到了控制，项目的实施并
没有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计划。

最简单的FAS要有一台PC；操作者、工程设计、现场生产管理
这些所有的操作都在一个客户端机器上来实现；这个客户端机
器上有一个控制器；一个10兆的控制网络；有能控制1000台设
备的I/O接口。这个药厂提供的系统中包括11个现场客户端机器
和5个AC800M的控制器，控制器上有950个I/O接口。

采用了ABB公司的FAS后，该药厂用一个系统就将GxP区和GxP
区的设备都统一管理控制起来了，提高了数据访问的安全性，
也为将来满足其他法规遵从的要求提供了可能性。

提高生产效率的捷径

配置了FAS的系统，具有了完全的自动化，也集成了设计和验
证功能，能加快项目的进展。向用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工具进行规范符合性检查和审核、变更管
理、电子签名、自动报表、自动存档和查询文档等工作。ABB
公司的系统内置了支持21 CFR Part 11的标准模块。

系统的人机接口、信息访问和应用程序，可以很方便地根据用
户需要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 环境条件参数地访问和控制
■ 设施数据的编译和维护
■ 发出警报和警告
■ 对设备、材料和人员进行追踪
■ 生成运行和依从性报告
■ 管理设备



8 生命科学产业的工业信息化方案

强强联手帮助中国和印度的客户满足行业规范

“ABB经过现场验证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与Zenith系统实施的能力相结合，将帮助我们共同的客户改善整个流程和产品质量，同时
满足当前和未来的行业规范。”ABB 控制技术业务部负责人Tobias Becker这样讲到。“我们共同的专业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
更好地理解这些要求是如何影响生产流程的，和如何做才能符合这些要求”。

2012年9月，ABB和Zenith Technology 宣布在

自动化解决方案领域开展合作，帮助中国和印

度的客户满足新的行业规范和产品安全要求。

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生命科学行业的快速增长，A B B正在与
Zeni th公司展开合作，基于ABB的市场领导系统，即扩展的
自动化系统800xA和核心自动化系统Free lance开发解决方
案。ABB和Zeni th还将发布使用ABB PAT(过程分析技术 )和
MES（生产执行系统）技术的解决方案。

日益严格的政府规范和强制满足FDA标准和其他食品安全规范
迫使中国和印度的制药企业能够在生产过程的任何阶段对产品
进行准确跟踪，从而确保质量和安全。

ABB生命科学产品及服务
ABB为制药和生物技术工业提供全线产品和服务，如过程和实
验室分析仪表、电机和传动设备、现场总线技术、过程和建筑
自动化、批量自动化和配方管理、制造执行和EBR系统，机器
人，等。ABB是您验证和合规的合作伙伴，帮助您将规范带来
的挑战转化为合规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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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科学领域具备无可争议的专业知识
Zenith Technology 总部位于爱尔兰Cork，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和
MES工程公司，为生命科学行业和其他行业提供高价值、创新、
可靠及技术先进的自动化和MES解决方案。Zenith Technology全
球共有14家分支机构，分布于欧洲、亚洲和美国。

作为全球制造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信赖的供货商，Zeni th 
Technology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极佳的口碑。他们的业务重点
是在规范严格的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这些领域中自动化和验
证是生产过程的内在要求。

他们的核心能力在于客户基础设施建设的两个关键层面，即生
产控制和工厂管理。在这两个层面他们在重要客户中都拥有大
量成功的业绩。多平台过程控制能力及在生产执行系统中的丰
富经验可以为客户提供点解决方案或交钥匙系统，满足客户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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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产业的工业信息化解决方案

ABB公司生命科学工业系列产品和服务简单介绍如下：

分析仪器和仪表设备
■ 粉末混合同质度和均质固体配药量在线分析
■ 在线湿度分析
■ APl生产过程和溶剂回收过程的在线监控
■ 原材料鉴定

自动化
■ 批量生产的控制和管理
■ 厂房和设施自动化（BMS和EMS）
■ 离散控制和包装自动化
■ 电子自动批次记录，包括手工批记录
■ 工程设计和优化软件
■ Fieldbus（现场总线）设施及其维护管理
■ 集成化信息管理
■ 生产过程自动化和可视化

生产用机器人
■ 用于抓取、包装、往托盘上摆货的机器人

规范符合和验证服务
■ 自动系统验证（GAMP）
■ 业务系统验证
■ 计算机系统构架定级
■ 计算机系统验证（CSV）
■ 电子自动记录和签字（Part 11）
■ 设施和设备验证
■ 实验室系统验证
■ 风险评价
■ 电子表格验证
■ 标准操作规程（SoP）
■ 验证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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