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 确保 VICTOR Nivo 多模式读板仪符合 21 CFR Part 11 规定的指南 

简介 
确保实验室流程符合诸如 CFR Part 11 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规定以及其他法规规定，例如：由欧洲委员会
发表的 Annex 11，可能非常耗时费力，需要进行细致的程序
存档和记录。 
 
在实验室环境中，仅仪器控制软件本身是无法“符合”此类规定
的。但是，结合软件工具和管理程序，在进行良好整合之后，
可为实现合规性铺平道路。 
 
为了确保与 VICTOR Nivo 多模式读板仪相关的程序符合规
定，我们为仪器软件提供插件。该软件插件为增强安全性选配，
可提供多种工具，使得仪器及其操作更容易、更快速地符合 21 

CFR part 11 的规定。 
 
通过具体引用 21 CFR Part 11 相关条款，本文件介绍了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软件中的工具是如何帮助符合该规
定。 

VICTOR® NivoTM 多模式读板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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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FR Part 11 引用 1 
11.10 11.10(c) 

使用封闭系统创建，修改，维护或传送电子记录的人员，
应采用旨在确保电子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适当性保密
的程序和控制措施，并确保签名人不能轻易否认签名记录
不真实。 

责任：珀金埃尔默帮助下的用户 

说明 

使用增强安全性软件，VICTOR Nivo 为封闭系统。 

珀金埃尔默为用户培训提供支持。 

在系统中，激活了保证电子记录真实性、完整性和机密性
的功能。 

软件中执行自动验证程序，以确保仪器在规定的参数范围
内起作用。 

 
11.10 (a) 

保护记录，以使其能够在记录保留期间准确而及时地进行
检索。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VICTOR Nivo 生成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数据库中，加以保
护。存储的结果可重新下载进行查看。导出的文件受到电
子证书的保护。 

 

用户必须建立适用于仪器操作员的指南和规程，从而使用
软件提供的工具定期备份数据库。 

 
11.10(d) 

通过授权个人用户来限制登陆系统。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要使用由增强安全性选项控制的仪器，必须输入密码和唯
一的用户登录名。仪器的维护模式 (Service mode) 通过
登录进行控制，预设仅适用于珀金埃尔默工作人员。 

所有登录、登录尝试和注销，都通过软件进行跟踪。在经
过确定数量（由仪器安全管理员规定）的登录尝试失败后，
受影响的账户将被锁定，仅可由安全管理员再次解禁。 

仪器的安全管理员可向用户分配一个新的密码。要求用户
在其首次登录时，必须更改此密码。同时，用户能够在任
意时间更改他的密码。 

建议设置其他的安全管理员账户，以防原始安全管理员不
在或忘记了他的密码。 

 
11.10(e) 

使用安全的、计算机产生的、时间印记的审计追踪，以便
独立地记录操作者登录、建立、修改或删除电子记录行为
的日期和时间。 

记录更改不应掩盖先前的记录。 此类审计追踪文件的保留
期限至少应与电子记录所需的期限相同，并且可供相关部
门审查和复制。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验证系统，以确保准确性、可靠性、一致的预期性能，以
及辨别无效或更改记录的能力。 

责任：珀金埃尔默帮助下的用户 

说明 

用户必须落实标准操作规程(SOP)和工作指令(WI)等程
序，以正确验证和操作系统。 

珀金埃尔默可为用户培训、IQ 和 OQ 服务提供大力支持。 

提供审计追踪，以对记录更改进行跟踪。 

 
11.10(b) 

确保生成准确的、完整的记录的副本，方便人们阅读，同
时适合相关部门检查、查看和复制。 

责任：珀金埃尔默 （技术上） 

说明 

结果报告和审计追踪可在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软件
的屏幕上显示，并通过该软件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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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e) 续... 

说明 

在增强安全性选件控制下，VICTOR Nivo 生成的所有数据
均在相关数据库中存储和维护。所有设置、流程（例如：
程序运行）以及结果，均与数据一同存储，并在审计追踪
中进行追踪。原始数据不可被覆盖。 

记录的变更不会使先前的数据库被覆盖。变更会生成新的
数据集。 

完整的用户名、操作时间和类型将在审计追踪中进行跟踪。
在仪器设置或程序变更范围内，新旧数据都被记录下来。 

审计追踪可导出和打印，以便进行检查。‘变更原因’选项可
在系统设置中启用。通过此功能，提示用户输入特定数值
的变更原因。 

 
11.10(f) 

适当时，使用操作系统检查来强制执行允许的步骤和事件
顺序。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具有自动数据收集和数据导出（例如：导出至 Excel）功能
的程序，可在 VICTOR Nivo 软件中进行设置。用户负责设
置程序。用户分配所在的用户组，规定了允许他/她使用的
软件部分。 

系统检查附件（例如：镜像）和用户可定义的参数是否适
用于程序中所选方法，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仪器性能检查(PQ)的时间安排，必须由用户确定，并且必
须为系统程序合规的一部分。 

 
11.10(g) 

使用权限验证以保证只有被授权用户才可以使用系统，以
电子方式签署记录，使用操作或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输出设
备，改变记录或手工执行操作。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软件具备默认的用户组，这些用
户组具有不同的软件访问权利。 

具有特定允许权限的个人，可分配到系统各个经过授权的
用户。分组包括“安全管理员”、“管理员”、“编辑者”和“操作
员”。 

11.10(h) 

使用设备（例如终端）进行检查，以确定数据输入或操作
指令来源的有效性。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仅一台控制设备（例如：PC）  可在指定时间连接至
VICTOR Nivo，并且仅一个用户可登录到系统中。 

 
11.10(i) 

确定开发、维护或使用电子记录/电子签名系统的人员应具
备与执行他们被指派的任务相应的教育、培训和经验。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珀金埃尔默服务工程师经过培训和认证，可提供多模式检
测(MMD) 仪器的安装（包括 IQ/OQ）和维护服务。 

对 VICTOR Nivo 仪器终端用户的培训，由用户负责，应为
系统程序合格的一部分。 

珀金埃尔默可提供仪器和软件相关的内部或场外的用户培
训，从而为满足该要求提供支持。 

 
11.10(j) 

建立并遵守书面政策，要求个人对在其电子签名下发起的
行为负责并承担责任，以防止伪造记录和签名。 

责任：用户（程序上） 

说明 

用户必须确保个人对在其电子签名项下执行的操作负责，
并且必须为系统程序合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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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k) 

在系统文件进行适当地控制，包括： 

1. 在分发的、有权使用、系统运转和维护方面使用的文
件有足够的控制。 

2. 修订和改变控制程序，以保持审计追踪按照时间顺序
产生和修改的系统文件来归档。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在与仪器一同交付的便携式电子数据存储设备（例如：
USB 闪存盘）中，提供了系统和软件相关的文档，这些文
档不可更改。 

用户负责对安装的系统进行维护，并提供相关控制和文档。 

这必须为系统程序合规的一部分。 

软件、打印输出和数据导出包含版本信息。 

该信息也可包含在用户文档中。 

 
11.30 

开放系统的管理 

使用开放系统创建，修改，维护或传输电子记录的人员应
采用程序和控制措施，旨在确保从创建到接收电子记录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机密性。此类程序和控制措施应包括第
11.10 节中提到的程序和控制措施，以及其他措施，例如
文件加密和使用适当的数字签名标准，视情况需要记录真
实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VICTOR Nivo 软件本身是一种封闭系统。 

珀金埃尔默提供一种选件，可用于将检测数据转移至其他
第三方软件，例如：MyAssays Desktop (MyAssays Ltd)，
用以进一步分析数据。在执行电子证书的情况下，进行该
数据传输时执行记录完整性。 

11.50 (a) 

签名的显示 

签署电子记录应包含能清晰显示如下所有与签名相关的信
息： 

1. 用印刷体书写出签名者的名字； 

2. 签名生效的日期和时间； 

3. 和签名相关的含意（例如复核、批准、职责、或
原创者）。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VICTOR Nivo 软件具备通过电子方式签署协议和结果的
选项。签名者必须对使用登录和密码进行校验。 

签名流程描述跟踪含义（批准/审查/执行），在审计追踪以
及签名的数据集和时间戳中进行跟踪。 

 
11.50 (b) 

签名的显示 

本节(a)(1)、(a)(2) 和(a)(3)所标识的项目应受到与电子记
录相同的控制，并且应作为任何人们易读的电子记录形式
的一部分（例如电子显示或打印输出）。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如果创建了签名，用户名、时间戳和含义进行记录，并可
用于后期的查看。 

 
11.70 

签名/记录链接 

在电子记录上签署的电子签名和手签名应该链接到它们各
自的电子记录，以保证电子签名不能够被删去、拷贝或者
通过其它转移方式伪造电子记录。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如果程序或结果数据进行了签名，与该签名相关的所有详
情均在其实际数据集和审计追踪中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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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 

一般要求 

A. 每一电子签名应是唯一对应单独一个人的，并且不能
被再使用、或再分配给其他任何人。 

B. 在一个组织建立、分配、认证或批准一个人的电子签
名或其他的任何这样的电子签名的要素前，组织将校
验个人的身份。 

C. 签名者使用电子签名前或使用时应向相关部门证明，
从 1997 年 8 月 20 日起及以后在他们系统上的电子
签名，与传统的手写签名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 证 明 要 以 书 面 形 式 提 交 到 “ 区 域 业 务 办 公 室 ”

（HFC-100, 5600 Fishers Lane, Rockville, MD 

20857），并采用传统的手写签名。 

2. 应相关部门要求，人们在使用电子签名时，应提供
一份明确电子签名与签字者手写签名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的附加的证明书或证据。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用户（程序上） 

说明 

必须通过输入完整的用户凭证，即：用户登录名和密码，
才能创建每个签名。 

系统访问和用户管理属于用户的责任范围。 

 
11.200  

电子签名的成分及管理 

A. 不依据生物测定学的电子签名应： 

1. 使用至少二种截然不同的证明成分，例如用户名
和密码。 

（i） 当一个人在一个独立的持续受控的系统登录
期间内签署了一系列的签名，签署的第一个签
名将使用所有的电子签名成分；后续签署的签
名应使用至少一种电子签名成分。该成分只能
由个人签署，并且设计只能由个人来使用。 

（ii） 当一个人不在一个独立的持续受控的系统登
录期间内签署一个或多个签名时，每一个被签
署的签名应使用所有的电子签名成分。 

2. 仅被他们真正的所有者使用。 

3. 管理和签署以确保任何除其真正所有者外的其他
人尝试使用该电子签名时，需要两个或更多的人
的协作。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每次提供签名时，都包括输入完整的用户凭证，即：用户
登录名和密码。 

 
11.300 

用户名/密码的管理 

人们使用基于用户名和密码混合的电子签名应使用管理以
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完整。这种管理应包括： 

A. 保持每个组合的用户名和密码的唯一性，以使没有两
个人具有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组合。 

责任：珀金埃尔默（技术上） 

说明 

在 VICTOR Nivo 软件中创建签名使用相同的用户凭证系
统（即用户名和密码组合），也用于登录系统。 因此，它
属于与实际用户管理系统相同的管理系统，例如用户名唯
一性，有效期，复杂性，锁定条件。 

B. 确保用户名和密码发布能定期检查，重新调用或修改
（例如，包括密码过期等事件）。 

说明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软件对密码长度和复杂性、有效
期、失败登录次数，以及在系统待机时自动注销的时间进
行管理。使用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选件，可根据机构
的个人密码策略对设置进行调整。 

C. 按照损失管理流程对丢失、被盗、找不到或有损伤可
能的口令、卡片及其他装置（生成或创建用户名或口
令信息的装置）进行电子失效，并应用适当、严格的
控制发布临时或永久的替代用户名和密码。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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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 续... 

D. 使用安全保护措施可防止使用未被授权的密码和/或
用户名，并立即紧急检测并报告任何未经授权使用的
尝试，并向系统安全部门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部门报
告。 

说明 

失败的登录尝试在审计追踪中进行记录和存档。如果用户
账户存在此类尝试，将会通知用户。失败的登录次数可在
VICTOR Nivo 增强安全性软件的密码管理设置中进行确
定。 

由客户负责定期检查审计追踪，从而发现规避安全程序的
尝试。 

E. 对带有或生成用户名或密码信息设备的初始和定期
测试（例如口令或卡片），以确保它们正常运行，并
且不得以未经授权的方式进行更改。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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