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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监测应用案例：丹麦灵北制药如何使用ELPRO冷链监

控解决方案来确保成功的临床试验进展和成本效益 

“我们在ELPRO的合作伙伴总是帮助我们解决有关设置正

确配置，处理电子邮件传输问题和开发使Lundbeck受益的数据

监控系统新功能的问题。”

——Lisbeth Nielsen，Lundbeck高级临床供应技术员

项目合作伙伴 
Lundbeck（丹麦灵北制药）是一家全球制药公司，致力于

改善精神病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为此，Lundbeck

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营销和销售。该公

司的产品针对的疾病领域，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和

和阿尔茨海默病。

项目 
作为一家拥有全球临床基地的大型研发机构，Lundbeck需

要一种冷链监测解决方案，简化端到端流程，传达温度数据，确

保成功的临床试验进展和成本效益。此外，它们的首要任务满足

新的GDP要求，通过收集数据和拥有一个可审计的数据库以证

明在运输过程中的可控性。

以前的数据记录仪通常从站点返回给Lundbeck QA团队进

行评估。这让接收站点和QA在返回后评估偏移数据花费了很多

不必要的时间。这个漫长的过程推迟了站点的决策，这可能会推

迟临床试验。根据供应链合作伙伴使用的数据记录仪的不同，以

前的数据记录仪在不同的系统中创建了不同的报告格式，从而阻

碍了通用流程和历史数据的比较。

Lundbeck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其要求如下：

- 方便接收站点读取警报/无警报

- 多级报警功能，使用可用的稳定性数据

- 从接收站点到QA获取数据的过程要简单

- 无需人工将数据记录器发送回原点

- 可从任何位置访问的中央可跟踪数据库和存档

- 不需要软件，也不需要为每个站点单独登录，而是由中心

QA控制数据库

解决方案：可编程数据记录仪 
Lundbeck选择了具有6

个报警范围的一次性LIBERO 

Ti1-S多级PDF记录仪，并可

自动生成带有嵌入原始数据的

1页PDF报告。处理临床现场

温度偏差所需的时间已经大大

减少，因为记录仪评估了货物发生过程中发生的温度，到可编程

的记录仪中的产品的稳定性数据。

在任何USB连接上通过PDF文件从记录器中检索数据的

简单快捷的过程也是一个额外的好处。将PDF 记录仪插入计

算机后，会自动生成报告，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到

liberoMANAGER，这是ELPRO提供的基于Web的数据库服

务。liberoMANAGER将任何警报转发给Lundbeck的QA团队。

可编程数据记录仪 
对于Lundbeck来说，重要的是数据记录仪是可编程的，以

便能够使用稳定性数据，并且可以灵活地允许在有限时间内高于

/低于某些警报级别的偏移。对于任何类型的装运要求，只需要

备货一种类型的装运要求的记录仪是一个很大的额外好处。

安全、简单的发送过程 
ELPRO冷链监控解决方案提供的SmartStart用于将预

定义的配置文件（包括产品特定的稳定性数据）应用于每个

LIBERO PDF记录器，同时在打包时添加特定于货件的信息。

Lundbeck的SmartStart是一个自我可持续的可执行（.exe）文

件，可以轻松下载并从ELPRO提供的安全托管区域运行到所有

Lundbeck的仓库。这样，Lundbeck可以完全控制对记录仪应

用的温度曲线，因为SmartStart不允许访问或更改任何关键设

置，如温度阈值或记录间隔。SmartStart自动生成一份报告，

其中包含自定义记录仪的所有详细信息（例如记录仪ID，所选配

置文件），包括在SmartStart过程中添加的装运信息（例如装

运号，目的地）。当发送到liberoMANAGER时，会触发所有

可用信息的“Open Shipment”，因此Lundbeck可以跟进并

检查是否已将所有已发送记录器的数据发送回数据库。

易于在目的地使用 
从LIBERO PDF记录器导出数据不需要任何软件或设备。 

连接到任何USB接口时，将自动生成PDF报告（带有嵌入数

据）。生成的PDF / A符合用于长期保存电子文档的ISO标准

19005-1文档管理和FDA 21 CFR第11部分。接收站点的人员

可以立即发布基于易于阅

读的温度记录仪的显示屏

带有WHO推荐图标的OK

或ALARM状态或基于更

详细的PDF报告。

数据管理流程 
无论报警状态如何，所有PDF报告都会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到liberoMANAGER，在那里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并且

不会提交重复项。如果没有警报，PDF报告将自动存档在

liberoMANAGER数据库中，从而减少QA的工作量，以检查并

确定未超过分配给它们的稳定性数据的货件的温度数据。如果出

现警报，liberoMANAGER会自动向Lundbeck的QA团队生成

警报电子邮件，以便他们可以跟进装运，记录他们的调查结果，

并在liberoMANAGER中做出最终发布决定，将所有相关信息

存储在一个地方。

通过liberoMANAGER，Lundbeck能够在易于访问的平

台上收集所有温度数据，确保符合GDP标准的可追溯临床供

应链。 因为他们可以追踪数据库中的“开放”货物，所以可

以监控他们在供应链中工作的各方的绩效。中央数据库还使

Lundbeck能够搜索并能够分析仓库活动，正在进行的短途运输

和识别重要趋势，从而实现策略的积极变化，节约成本的流程改

进，如改变运输方式或使用替代包装。

liberoMANAGER易于使用，因为对于Lundbeck无需特定

的硬件或软件要求。ELPRO在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上提

供liberoMANAGER作为基于Web的应用程序，负责数据库的操

作，维护和备份。SaaS云平台是完全由GAMP 5验证的系统，

在瑞士苏黎世的高度安全和冗余（ISO27001）数据中心运行。

客户利益 
Lundbeck可以专注于他们的核心研发业务，因为他们知道

重要的温度数据和相关信息是安全的，并在ELPRO冷链监控系

统中得到妥善处理。因为这些数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世界上的

任何地点获得，所以在数百个地点的临床试验延迟的情况已经减

少，QA可以在发布产品时做出快速、关键的决定。

与此同时，Lundbeck对何时发生温度偏移有详细的了解，

并能迅速而审慎地进行研究。ELPRO很高兴能与Lundbeck合

作，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临床试验供应团队使用ELPRO实施

的冷链监控解决方案，创建一个高效、符合GDP要求的供应链。

瑞士ELPRO冷链监控解决方案让丹麦灵北制药确保了成功

的临床试验进度和成本效益！

关于瑞士ELPRO 
ELPRO Group AG成立于1986年，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

的生物制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创新环境监

测解决方案全球制造商。产品包括冷链物流、临床试验、仓储等

用的LIBERO PDF温度/温湿度记录仪，数据记录仪，实验室/仓

库/洁净室/厂房/设施用的中央监测系统（IQ/OQ），GxP服务，

Mapping温度分布，完全符合GDP，GMP，GLP，GAMP 5，

CEIV，FDA 21 CFR Part11的法规。ELPRO负责整个供应链

的效率和合规性，支持我们的客户为患者提供安全的药物。

本文旨在通过CANSpider总线干扰仪以及相应工具实现

CAN 产品一致性测试方法与过程，提供一个CAN 产品一致性测

试的快速准确的可行方案。

测试项目：CAN产品一致性测试

测试产品：某LED 车灯控制器

测试项目：

硬件环境：

1. PCANUSB

2. CANSpider CAN总线干扰仪

3. PICO Scope 4425示波器

4. 可调电源，万用表，测试连接线

软件环境：

1. PCAN-Explorer6、PCAN-View

2. Pico Scope 6 Automotive

3. CAN总线干扰发生器软件CANSpider

测试对象与条件：

测试对象LED 车灯控制器，上电后会有一条CAN报文并以

200ms的周期发送出来，这个是测试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被测

对象没有周期报文出来，很多测试项目无法进行。

测试连接示意图：

测试连接准备：

1. 将 CANSpider 

通过配套的电源线上电；

2. 通过配套的 USB 

连接线将 CANSpider 连接

至 PC 端；

3. 将被测样件的供电电压接至 CAN 通道 1 的 BATT1 

引脚上；

4. 将被测样件的供地电压接至 CAN 通道 1 的 GND1 引

脚上；

5. 将被测样件的 CAN 线分别接至 CANSpider 对应通

道1的 CAN-H 和CAN-L 引脚上；

6. 打开上位机，在上位机的第一个页面（干扰设备页

面），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依次进行 CAN 总线类型，是否自动应

答 CAN 报文，CAN 总线波特率，是否内部加入终端电阻等的

配置，并在上方的菜单栏点击“配置 CANSpider”按钮，此时

干扰的环境便配置完毕。

7. 将PCANUSB的CAN端口连接到CANSpider 对应通

道2，并用上位机软件PCAN-Explorer6连接。

8. 示 波 器 的 C H _ A 通 道 探 头 正 极 连 接 被 测 样 件 的

CANH，负极连接共地的地线，

9. 示 波 器 的 C H _ B 通 道 探 头 正 极 连 接 被 测 样 件 的

CANL，负极连接共地的地线。

常用测试项目总结：
一、CANSpider做物理层测试时的连接和测试软件工作原理

1.比如测试CANH对电源短路时，需要将CAN1的第9引脚

连接到电源正极，第3引脚连接到地。

2.测试的脚本可以按照预设定的时间自动测试。如下图动作

列表。

二、CAN产品busoff自恢复时间的测量

通过CANSpider产生干扰，对帧起始做干扰，干扰序列

是无限数量干扰，序列为10个隐性位。从而让CAN产品产生

BUSOFF，然后CAN产品会有一个busoff自恢复的过程。

软件干扰设置：

可以从示波器里看出CAN产品在进入BUSoff状态时，先会

有三个快恢复的时间30ms，看到凸起的波形就是CAN产品尝试

发出报应，但又被干扰了。后面会有一个200ms的慢恢复时间。

以上是可以程序里面设定多少个快恢复时间，以及相应的时间参

数。具体要看产品最终用户（如车厂）的规定。

三、CAN位时间的测量

位时间的测量，一般可以想到用示波器去直接测量某个电平

的位时间，不过这个方法会比较容易出错，通常是采用如下的测

试方式：

通过示波器采集到一个帧的时间长度，如下图的234us, 然

后再观察填充位的个数9个，计算方式如下：

位时间=帧时间长度234us 除于 （标准帧位数108+填充位

9）=2000ns，通常车厂的规定位时间的偏差在2ns以内。

四、地偏移测试的方法

主要是测试实测产品的地偏移情况，所以测量方法是在被测

产品的地加上一个0至2V的电源，看被测产品还能够正常通信。

如果可以则通过测试，发生CAN错误的话，则不通过测试。

五、CAN_H/对地短路容错性测试

CANSpider测试设置与步骤：

1. 在模拟干扰工作区中，加载CANH对地的测试动作脚

本，然后启动模拟干扰；

2. 启动之后脚本中会自动运行到CANH总线会接地

3000ms,然后断开。

3. 可以在示波器中观察CANH与地线断开后发出第一帧

报文的时间，经过测量得知恢复的时间以及验证CAN报文是否

正常恢复发送。

六、CAN_H对电源短路容错性测试

CANSpider测试设置与步骤：

1.在模拟干扰工作区中，加载CANH对地的测试动作脚本，

然后启动模拟干扰；

2.启动之后脚本中会自动运行到CANH总线会接地3000ms,

然后断开。

3.可以在示波器中观察CANH与地线断开后发出第一帧报文

的时间，经过测量得知恢复的时间以及验证CAN报文是否正常

恢复发送。

CAN产品一致性测试报告截图（部分）

附 ：

CANSpider产品

功能简介

C A N 总

线 干 扰 发 生 器

CANSpider实现

了一个高性能的

CAN总线测试环

境，它不仅可以

针对特定的节点

进行测试，还能

对完整的CAN网

络进行测试。用

户能够通过CANSpider对CAN总线施加任意和可重现的干扰。

CANSpider能通过改写总线逻辑电平从而实现 ISO 11898 

和 GMW 3089 标准中定义的总线故障的模拟。

CANSpider有如下的基本功能：

.强制CAN总线显隐性

.模拟总线故障，干扰总线通信

.干扰特定的报文

.对CAN总线报文中特定的位域进行干扰操作

.在总线上模拟短路，断路以及串接电阻和电容等情况

.同时支持高速CAN，容错CAN以及单线CAN。

系统特性

.数字干扰包含了六种触发源和五种干扰模式，一共有42种

不同的干扰组合可供选择。

.模拟干扰和数字干扰的配置可以保存。

.触发输出的电平可以配置。

.支持四种标准波特率以及非标准波特率。

.支持精度为 80 纳秒的BTL级干扰。

.电阻电容网络矩阵的参数可以在运行时动态改变。

.位域触发源的位序列可以通过内置的CAN报文编辑器生

成。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供稿）

可编程的数据记录仪 ——瑞士 ELPRO 冷链监控解决方案

CAN 产品一致性测试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