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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药品生产企业过程污染微生物菌株库的建立及数据分析 *

宋明辉，李琼琼，秦峰，刘浩，杨美成 **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微生物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203）

摘要　目的：建立某无菌药品生产企业过程污染微生物菌株库，为无菌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有效控

制和溯源调查提供指导。方法：对原辅料、包装材料、生产人员、生产环境、制药用水和检验实验室等环节

建立污染微生物监控方案，采用基于 16S rRNA 序列比对等方法鉴定污染微生物，结合微生物种属和来源

信息进行分析，建立覆盖药品生产过程的污染微生物菌株库。结果：共分离鉴定 292 株微生物，其中生产

环境污染率最高，占全部污染微生物来源的 72.6%；其次是生产用水（13.4%）、原辅料（10.3%）、生产人员

（3.77%）。值得关注的是，A 级洁净生产区检测到 30 株微生物。污染微生物主要分布于 44 个属、95 个种，

表明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种类复杂。其中葡萄球菌污染率最高，占全部污染微生物的 40.25%，其次是

微球菌（11.20%）、芽孢杆菌（8.30%）和不动杆菌（5.81%）。此外，经分析发现，部分污染微生物分布具有

空间特异性，如芽孢杆菌主要存在于原辅料活性炭中，而不动杆菌则主要存在于注射用水中。结论：无菌

药品生产过程中多个环节都存在微生物污染，且污染微生物种类复杂，建立覆盖整个生产过程的微生物监

控和污染微生物数据库，对药品微生物质量控制和溯源调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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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data analysis of a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library for sterile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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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library for steril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processes，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effective microbial control and traceability of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Methods：Microbiological monitoring was conducted for raw materials and 
products，packaging materials，production personnel，production environment，pharmaceutical water，and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16S rRNA sequencing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contaminating microorganism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comb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microbial species and source. A conta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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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organisms library covering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Results：It was shown that 
292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Among them，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showed the highest microbial positive rate，accounting for 72.6%，followed by production water 13.4%，raw 
materials 10.3% and production personnel 3.77%. Of concern，30 strains were detected in the Class A clean 
area. All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in this study were distributed in 44 genera and 95 species，demonstrating 
that the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in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process are abundant. Staphylococcus 

（40.25%） and Micrococcus （11.20%） were the dominated microorganisms，followed by Bacillus （8.3%） and 
Acinetobacter （5.8%）. By further analysis，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ome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was spatially specific. For example，Bacillus strains were mainly found in carbon materials，while Acinetobacter 
strains were mainly present in injection water. Conclusion：Microbial contamination can be found in multiple 
areas of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refore，map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aminated microorganisms in the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rugs quality control and microbiological traceability 
investigation.
Keywords：sterile drug；manufacturing processes；microbial contamination；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microorganism library

定更有效的清洁消毒措施，有效降低微生物负载，并

阻断污染途径。因此，本研究结合我国药品监管和企

业生产过程微生物控制需求，通过无菌药品生产企业

的案例示范，建立了覆盖药品生产全过程的污染微生

物数据库，能够为真正实现药品质量过程控制和保障

药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仪器与试剂

AB 9700 型 PCR 扩增仪（Thermo Fisher 公司）；

琼 脂 糖 凝 胶 电 泳 仪 及 成 像 系 统（Bio-Rad 公 司）；

MIR-254 型 培 养 箱（SANYO 公 司）；LABGARD 型

生 物 安 全 柜（Nuaire 公 司）；AB3500 基 因 分 析 仪

（Thermo Fisher 公司）；胰酪胨大豆琼脂平板（TSA，

广东环凯公司）；细菌基因组提取试剂盒及 Premix 
TaqTM DNA 聚合酶试剂盒（TAKARA，大连宝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

2　实验方法

2.1　无菌药品生产过程微生物监控　选取某无菌药

品生产企业，参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

（2015 年版）、ISO 和 PDA 等相关标准和规范，制定覆

盖药品生产过程的微生物监控、检测与鉴定方案。分

别对原辅料、包装材料、生产人员、生产环境、制药用

水和药品微生物检测实验室等多个环节，进行微生物

监控和检测，监控周期为 3 个月。

2.2　微生物检测与分离　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

药品，尤其是注射液、注射用无菌粉末、眼用制

剂等高风险无菌产品，如在生产、贮存过程中被微生

物污染，会造成临床患者感染甚至死亡等严重不良后

果［1-3］。2015-2017 年，美国 FDA 公布的药品召回

事件中，由微生物污染风险引起的召回事件占到了

50%［4］，因此药品（尤其是无菌药品）生产企业能否

实现产品中微生物污染的有效控制，已成为企业的生

命线。药品污染的微生物可能来源于药品生产、运

输、使用等多个环节，且药品微生物污染具有不均匀

性，仅依靠对终产品抽样进行无菌检查无法确保发现

问题。加强药品生产过程的微生物控制是防止问题

药品流入市场和保障人民用药安全的关键［5］。《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编制纲要突出强调了

药品质量全过程控制的重要性，由药品终端控制向生

产过程控制延伸，指出了我国药品提高质量和医药产

业升级的努力方向。

实现药品生产过程微生物的有效控制，需要企

业建立完善的污染微生物监控方案、微生物鉴定方法

及微生物数据库［6］。目前，多数药品生产企业往往

仅实现了主要核心生产区域的微生物监控和污染微

生物数量的统计，并未对污染微生物进行种属鉴定分

析，更未建立覆盖生产全过程、全环节的污染微生物

数据库。对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的有效收集、精

准鉴定、聚类分析，不仅能够快速追溯产品污染微生

物来源，还能够帮助企业根据监控污染微生物种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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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与分离，参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 <1101 无

菌检查法 ><1105 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

物计数法 ><9202 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指导

原则 ><9205 药品洁净实验室微生物监测和控制指

导原则 > 等方法进行微生物检测。微生物阳性样本

划线接种到 TSA 平板或血平板，放置在适宜条件下

（需氧或厌氧条件）培养。菌落形态观察后，依据平

板上菌落形态特征，分别挑取不同特征菌落划线接种

到 TSA 平板，用于菌种鉴定。

2.3　污染微生物的鉴定与分析　将分离纯化菌株接

种到 TSB 液体培养基，过夜培养。采用细菌基因组提

取试剂盒，进行基因组 DNA 的提取，使用 16S rRNA 基

因 通 用 引 物 27F（5’-AGTTTGATCMTGGCTC AG-3’）和

1492R（5’-GGTTAC CTTGTTACGACTT-3’）进 行 PCR 扩

增。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将 PCR 阳性扩增产物进行

双向测序。利用软件 Lasergene 7.0 校正和拼接核酸

序列［7］，然后进行 16S rRNA 序列的 Blast 比对分析，

依据比对结果进行菌种判定（同源性 >98.65% 判定

为同一菌种［8］）。同时采用 VITEK 生化鉴定系统及

MALDITOF MS 质谱方法，对部分结果可疑的菌种进一

步鉴定，基于微生物多相分类鉴定信息，判定微生物种

属信息。

3　结果分析

3.1　生产过程不同监控项目微生物污染分析　从无

菌药品生产过程分离纯化 292 株微生物，污染微生

物在不同监控项目中的分布如表 1 所示。除包装材

料和微生物检验实验室没有监测到微生物外，其余

监控项目均有微生物污染。其中生产环境分离微生

物最多，达到 212 株，占全部污染微生物的 72.6%；其

次是生产用水（13.4%）、原辅料（10.3%）、生产人员

（3.77%）。不同洁净级别生产环境中，C 级洁净区微

生物分离率最高（38%），值得关注的是 A 级洁净区

域也分离出 30 株微生物。

3.2　污染微生物鉴定结果　基于多相鉴定分析，对

药品生产过程分离的 292 株微生物进行鉴定。鉴定

后结合菌株分离背景，剔除可能重复分离株，最后

共获得 241 株微生物。菌株鉴定结果表明，241 株

微 生 物 分 布 于 44 个 属，95 个 种（表 2、3），药 品 生

产过程污染的微生物种类非常丰富。其中，葡萄球

菌污染率最高，占全部污染微生物的 40.25%；其次

是 微 球 菌（11.20%）、芽 孢 杆 菌（8.30%）和 不 动 杆

菌（5.81%）。微生物种水平鉴定结果分析表明，科

氏葡萄球菌是药品生产过程污染率最高的菌种，占

全部污染微生物的 13.69%，其次是表皮葡萄球菌

（11.20%）、灿烂类芽孢杆菌（4.15%）和人葡萄球菌

（4.15%）。

3.3　不同监控项目污染微生物相关性分析　241 株

污染微生物中来自无菌原料生产区 129 株，无菌制剂

生产区 112 株。2 个生产区域污染微生物的种群多

样性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表明 10 个属的微生物占

到了原料生产区和制剂生产区污染微生物的 80%。

2 个生产区域中葡萄球菌都是污染最严重的微生物，

其次是微球菌。在不同生产区域都存在特定的污染

微生物种类，如芽孢杆菌、不动杆菌和鞘氨醇单胞

菌仅在无菌原料生产区域检测到，而类芽孢杆菌、戈

登氏菌和斯科曼氏球菌则主要存在于无菌制剂生产

区。无菌原料生产区和无菌制剂生产区不同监控项

目中污染微生物的种群结构显示，葡萄球菌和微球

菌广泛存在于多个监控项目中。在无菌原料生产区

的 B 级洁净区域分离到 63 株微生物，而无菌制剂生

产区的 B 级洁净区域仅分离出 8 株微生物。芽孢杆

菌主要存在于无菌原料生产区的活性炭材料中，而不

动杆菌则主要存在于注射用水中。A 级洁净区域污

染的微生物主要包括葡萄球菌、微球菌和类芽孢杆

菌等。

表 1　不同监控项目微生物污染情况

Tab. 1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monitoring items 

监控项目

（monitoring item）

分离菌株数量

（number of 
isolate）

百分比

（percentage） /%

原辅料（raw materials） 30 10.3

包装材料（packaging material） 0 0

生产人员（personnel） 11 3.77

A 级生产环境（grade A clean area） 30 10.3

B 级生产环境（grade B clean area） 71 24.3

C 级生产环境（grade C clean area） 111 38.0

生产用水（water） 39 13.4

检验实验室（testing lab） 0 0

共计（total） 2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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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属水平鉴定结果

Tab. 2　Genus leve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microorganism strains isolated from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细菌属名

（genus）

数量

（number of strains）

百分比

（percentage） /%

细菌属名

（genus）

数量

（number of strains）

百分比

（percentage） /%

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97 40.25 寡养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 2 0.83

微球菌（Micrococcus） 27 11.20 放线菌（Actinomyces） 1 0.41

芽孢杆菌（Bacillus） 20   8.30 短小芽孢杆菌（Brevibacillus） 1 0.41

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14   5.81 皮杆菌（Dermabacter） 1 0.41

类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 11   4.56 水栖菌（Enhydrobacter） 1 0.41

罗斯氏菌（Rothia） 6   2.49 埃希氏菌（Escherichia） 1 0.41

库克菌（Kocuria） 4   1.66 微小杆菌（Exiguobacterium） 1 0.41

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4   1.66 咸海鲜球菌（Jeotgalicoccus） 1 0.41

短波单胞菌（Brevundimonas） 3   1.24 皮肤球菌（Kytococcus） 1 0.41

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3   1.24 藤黄单胞菌（Luteimonas） 1 0.41

皮生球菌（Dermacoccus） 3   1.24 巨球菌（Macrococcus） 1 0.41

戈登氏菌（Gordonia） 3   1.24 Mariniluteicoccus 1 0.41

奈瑟氏菌（Neisseria） 3   1.24 诺曼菌（Naumannella） 1 0.41

斯科曼氏球菌（Skermanella） 3   1.24 Neomicrococcus 1 0.41

链球菌（Streptococcus） 3   1.24 苍白杆菌（Ochrobactrum） 1 0.41

短状杆菌（Brachybacterium） 2   0.83 普罗维登斯菌（Providencia） 1 0.41

短杆菌（Brevibacterium） 2   0.83 假苍白杆菌（Pseudochrobactrum） 1 0.41

两面神菌（Janibacter） 2   0.83 假单胞菌（Pseudomonas） 1 0.41

短小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 2   0.83 Quadrisphaera 1 0.41

马赛菌（Massilia） 2   0.83 Williamsia 1 0.41

微杆菌（Microbacterium） 2   0.83 耶尔森菌（Yersinia） 1 0.41

玫瑰单胞菌（Roseomonas） 2   0.83 Zimmermannella 1 0.41

表 3　药品生产过程主要污染微生物种水平鉴定结果

Tab. 3　Species leve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microorganism strains isolated from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细菌种名

（species）

数量

（number of 

strains）

百分比

（percentage）/ 

%

细菌种名

（species）

数量

（number of 

strains）

百分比

（percentage）/ 

%

科氏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ohnii） 33 13.69 尼泊尔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nepalensis） 5 2.07

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27 11.20 南极微球菌（Micrococcus antarcticus） 4 1.66

灿烂类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 lautus） 10 4.15 科氏微球菌（Micrococcus cohnii） 4 1.66

人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hominis） 10 4.15 巴氏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pasteuri） 4 1.66

云南微球菌（Micrococcus yunnanensis） 9 3.73 医院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nosocomialis） 3 1.24

Aloeverae 微球菌（Micrococcus aloeverae） 8 3.32 巨大芽胞杆菌（Bacillus megaterium） 3 1.24

皮特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pittii） 6 2.49 副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paralicheniformis） 3 1.24

溶血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haemolyticus） 6 2.49 污水沟罗氏菌（Rothia amarae） 3 1.24

阿耶波多氏芽孢杆菌（Bacillus aryabhattai） 5 2.07 骆驼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rgensis） 3 1.24

头状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itis） 5 2.07 其他（other） 90 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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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菌原料生产区（raw material production area）　B. 无菌制剂生产区（sterile preparation production area）

图 1　药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监控项目污染微生物种群多样性分析（横坐标指每个监控项目中不同属细菌数量占这个监控项目总细菌数量的百分比）

Fig. 1　Bacterial population divers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 monitoring area in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abscissa refers to the percentage of 
each genus strain number in the total number of this monitoring project）

4 所示。其中，科氏葡萄球菌污染最严重，检测分离

到 33 株，其次是表皮葡萄球菌（27.8%）、人葡萄球菌

（10.3%）、溶血葡萄球菌（6.19%）。

3.4　药品生产过程污染葡萄球菌的种群多样性分

析　葡萄球菌是药品生产过程的主要污染微生物，

本研究共分离到 97 株葡萄球菌，占到全部污染微生

物的 40.3%，分布于 10 个不同的葡萄球菌种，如表

表 4　药品生产过程污染葡萄球菌的种群多样性分析

Tab. 4　Diversity analysis Staphylococcus strains isolated from drug manufacturing process

菌种

（species）

菌株数量

（strain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

菌种

（species）

菌株数量

（strain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

科氏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ohnii） 33 34.0 巴氏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pasteuri） 4 4.12

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27 27.8 头状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itis） 5 5.15

人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hominis） 10 10.3 解糖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saccharolyticus） 3 3.09

溶血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haemolyticus） 6 6.19 骆驼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rgensis） 3 3.09

尼泊尔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nepalensis） 5 5.15 马胃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quorum） 1 1.03

全部（total） 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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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无菌药品生产过程微生物的监控　本研究对示

范企业无菌药品生产工艺和厂区布局调研后，建立了

包含原辅料、包装材料、生产人员、生产环境、制药用

水和药品微生物检测实验室等项目的监控程序。监

控结果显示，生产环境中污染微生物的分离率最高，

占全部污染微生物的 72.6%。值得关注的是，A 级洁

净区分离到 30 株微生物，表明无菌药品终产品具有

很高的微生物污染风险，提示企业需启动微生物数据

偏差（MDD）调查。目前多数药品生产企业往往只

针对核心生产区域 A/B 级进行微生物监控，而忽略

了其他区域和环节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前期研究表

明，药品终产品中污染微生物可来自于原辅料［9-10］、

配料间和洗瓶［11］、生产人员［12］等。本研究结果显

示，原辅料、生产人员、制药用水中也都监测到微生物

污染，存在污染药品终产品的风险，企业应加强相关

项目的微生物监控和风险评估。

4.2　过程污染微生物的鉴定分析　基因型鉴定方法

如 16S rRNA 序列比对方法、细菌 DNA 特征序列鉴

定法等，比生化表型鉴定方法更加稳定可靠，已逐渐

成为细菌鉴定的主要技术手段［13-14］。本研究采用基

于 16S rRNA 序列比对等方法对药品生产过程监控

微生物进行了鉴定，共发现 44 个属，95 个种，表明药

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种类繁杂，对微生物鉴定技术

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前期研究［15］一致，本研究基于

16S rRNA 序列比对方法能够实现大多数细菌的准确

鉴定。但任何单一的微生物鉴定方法都不能实现所

有微生物菌株的准确鉴定，16S rRNA 序列比对方法

能够给出准确的属水平鉴定结果，但部分菌种如头状

葡萄球菌和山羊葡萄球菌不能准确鉴定到种［16］。因

此，本研究结合 VITEK 生化鉴定系统及 MALDITOF 
MS 质谱方法，能够实现全部污染微生物的种水平准

确鉴定。此外，基于 16S rRNA 序列便于建立标准化

的核酸信息数据库，能够基于 16S rRNA 序列的亲缘

聚类分析有效监控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的遗传进化，

为药品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的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4.3　生产人员的带菌污染分析　研究表明，制药

企业生产环境中污染微生物大部分都是由人员带

入［17-18］。本研究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药品生产环

境中污染的微生物，以人源携带微生物为主，如葡萄

球菌、微球菌等，表明生产人员是环境微生物负载的

主要来源。因此，企业应加强生产人员的卫生培训和

无菌操作意识，生产人员的规范操作是企业实现药品

生产过程污染微生物有效控制的关键。A 级洁净区

污染的微生物主要包括葡萄球菌、微球菌、类芽孢杆

菌等，也都属于人源携带微生物。A 级洁净区污染微

生物具有极大污染药品终产品的风险，因此，严格控

制生产人员的带菌、控制人员流动是保障 A 级洁净

区域微生物控制的关键。

4.4　无菌药品生产线微生物分布地图的建设　药品

企业厂区微生物分布地图是指通过对药品生产过程

监控收集的污染微生物进行鉴定，基于微生物监控的

历史数据，从污染微生物种属信息和引入来源等方面

进行分析，获取药品生产过程特定区域污染微生物的

分布规律。建立药品企业厂区污染微生物分布地图

是追溯产品污染微生物来源的有效方法，也是药品生

产过程消毒剂选择的重要依据。同时能够指导生产

车间制定有效的微生物控制措施，降低微生物负荷，

提高无菌保障水平，使企业的质量管理和无菌保障更

加完善。本研究发现，一些微生物种群的分布具有明

显的特异性，如芽孢杆菌主要存在于活性炭材料中，

而不动杆菌则主要存在于注射用水中。因此，药品企

业非常有必要建立全面的厂区微生物分布地图，根据

污染微生物的种群分布的特异性，更好指导药品生产

过程污染微生物的溯源分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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