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套能满足我们合规需求的
ERP 系统。在对 20 多家供应商进行评
估后，我们最终决定实施 QAD 面向生命
科学行业制造商提供的企业应用程序。
实施后，迅速为公司带来了多种效益。”
Melissa Rosness，
，Ajinomoto Althea 卓越运营高级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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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EA 客户案例
摘要

公司
地点
领域/行业

公司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制药/生物技术
Ajinomoto Althea

产品

药物合约研发与制造

采用的解决方案

QAD

企业应用程序

QAD ERP 系统帮助管理严
系统帮助管理严格的
帮助管理严格的
制药公司提升
制药公司提升 cGMP 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

公司：
公司：AJINOMOTO ALTHEA

公司 (Althea) 是一家全面的综合性
合约研发和制造机构，面向全球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
提供临床药物制程研发和生产服务。Althea 不仅有
能力通过商业化生产满足早期临床要求，也是预充式
药剂瓶和注射器药物配方和无菌罐装/封装方面的专
家。
Althea 在包括 FDA（美国）、EMA（欧洲），
PMDA（日本）和 RP（德国）在内的全球各大监管
机构中有着良好的记录。该公司的工艺和规程符合
Ajinomoto Alt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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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cGMP（现行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和 FDA（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指导准则。此外，该公司凭借无
菌灌装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国际要求的充分了解，能
帮助客户的产品达到最高质量标准。
Althea 致力于帮助客户在制程研发、原料药和制药
方面取得成功。

挑战：
挑战：面对关键监管要求和
面对关键监管要求和 cGMP 要求，
要求，能更
充分地发挥 ERP 系统的实力

采用了两套 ERP 系统，但这两套系统之间无
法有效地进行通信。除此之外，公司还有许多纸质化
和手动系统。随着公司快速成长，Althea 需要找到一
种能整合所有关键业务流程的 ERP 系统，有能力应
对不断变化和不断提高的政府报告要求，有能力随着
公司的成长而扩展。
实施新 ERP 解决方案的三大主要驱动因素是：
• 合规性 - Althea 会为各种签约客户开发和生产药物
配方以及灌装药剂瓶和注射器。为此 Althea 必须满
足与此相关的各种监管法规和要求。此外，新出台
的《药品质量和安全法案》(DQSA) 要求中规定的
最后期限转眼就要来临，Althea 也需为此做好充分
准备。
Althea

系统过时 - Althea 的现有 ERP 系统无法相互“交
流”，而且还有许多低效的纸质化系统。
• 项目成本管理/报告 - 没有中央数据库，只有充斥
着无数电子表格的信息孤立存储库。
“我们有需要的一切资源，但没法有效地把它们整
合在一起使用，”Ajinomoto Althea 运营卓越高级董
事 Melissa Rosness 表示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
的系统，不仅能够容纳所有现有信息和流程，还能
提供即将生效的新 DQSA 中要求的所有货物的批次
交易信息、交易历史和交易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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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选择并实施适用的 ERP 系统

专门成立了一个 ERP 评估小组，根据预先
定义的挑选标准清单，对 20 多种不同的 ERP 系
统进行了审核。最终，他们把范围缩小到排名前三
位的 ERP 系统，随后这三大系统供应商提供了系
统演示。经过对比，Althea 最终敲定 QAD 的
ERP 系统。
选中 QAD 的主要原因：
• 风险小，总拥有成本低
• ERP 系统功能齐全
• 集成的系统/数据库
• 可扩展到成千上万个用户
• 云解决方案
• 拥有生命科学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
• 完全符合 FDA 和 cGMP 法规的要求
• 通过基于行业最佳实践的流程图快速部署
• 系统验证是实施的一环
Althea 还同时实施了 QAD 的“物料属性”、“质量
控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Althea 的 GMP 原材料、中间体和最终产品的 QC
测试和 QA 发布是完全纸质化的流程。当我们看到
QAD 的“物料属性”/“质检单模块”演示后，我们
才知道原来可以使用模块来迁移到电子系统，”
Rosness 表示道。“QAD 的系统足够灵活，能适应
我们的业务流程，减少了纸质化工作，简化了数据
捕获，让我们能够全面掌控材料/产品测试和发布流
程。
Althea

运行的 cGMP 仓库每天为各种签约公司接
收、测试、发布和发放物料。条形码和标签打印
服务是此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并且必须满足
DQSA 的要求。QAD 内置的流程可简化目前的系
统，并引入了比原先多得多的自动化功能。
Althea 希望不必再集成第三方标签解决方案。为此
他们与 QAD 的开发团队合作，落实了符合 GMP
和监管指导准则中库存控制和标签打印要求的标签
打印功能，所有这一切在一个 QAD 解决方案中就
能全部完成。
“我们的新 QAD 系统属于开箱即用型，不仅能满足
目前绝大多数要求，也能满足即将实施的新要求，”
Rosness 说。“当我们表示需要个性化解决方案时，
QAD 开发团队与我们一起合作，利用他们的专业知
识以及对生命科学领域的了解，为我们设计出了符合
我们需要的系统。”
Althea

优点：
优点：全面整合的 ERP 系统为用户带来
新功能，
新功能，节省操作时间
如今借助全面整合的 ERP 系统，Althea 把所有关键业务流
程纳入到一套数据透明的系统中。随着该系统跟踪和报告的
数据越来越多，将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效益。
现在，QAD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产品支持 Althea 以更高
效率运营：
• 收货入库
• 周期盘点
• 转移库存
• 将库存发放到工单
使用此产品后，大大缩短了仓库的总体数据录入时
间。物料管理高级经理 Chris Dorio 表示：“我今天
收货入库只用了几分钟时间，而原先的系统执行同
样的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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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属性”和“质量控制”解决方案改变了原先
使用或装运前所有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 QC 测试和
QA 发布流程，把纸质化流程转变为电子格式，实
现了以下功能：
• 更透明地了解整个测试和发布流程
• 为客户生成报告
• 实时打印最终产品的分析证书 (CofA)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产品简化了以下流程：
• 来料入库
• 工单发料
• 周期盘点
• 库存转移
• 必需的跟踪能力
QAD

为了配合 QAD 的实施，Althea 还使一间更大的新仓
库上线。上述流程效率的提高使得 Althea 在员工人
数不变的情况下，能管理新仓库中更多的物料和产品
流，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总体成本。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实施 QAD 企业应
用程序是一项巨大的成功。
用程序是一项巨大的成功。现在我们
已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已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包括新
的 DQSA 要求。
要求。”

，
卓越运营高级董事
卓越运营高级董事

Melissa Rosness
Ajinomoto Althea

现在，用户可以在仓库中就地使用手持设备扫描物
料条形码和/或输入最少的数据，灵活地执行上述任
务。能够就地执行这些任务极大地提高了仓库效率。
通过打印发布标签和分发标签，物料管理团队能准
确地跟踪物料从收货到发货的整个过程，需要输入
的数据量最少。在发布和打包备料流程中使用扫描
提高了准确性和效率。
www.q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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