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摘要

在 MDM 框架内实现 IDMP 合规性

欧洲的 IDMP 分阶段方法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所要求的在 2016 年 7 月 1 之前实现药品鉴定 (IDMP) ISO 标准符

合性，现已改为分阶段实现。第一个 IDMP 准则始自 2016 年 3 月，目前预计将于 2017 
年年初出台，随后开始执行第一次迭代，直至 2018 年年底。这些阶段已经结构化，这

样，相对容易收集和整合并提供最大业务价值的数据将处于早期阶段。那些较难访问（例

如，在非结构化文档中保存的数据）并且没有强大的商业案例的数据将列入靠后的 IDMP 合
规性阶段。

方法上的改变已经是众望所归。随着制药公司努力收集 IDMP 标准要求的广泛产品数据，

2016 年，劣质数据提交的高风险将不复存在。分阶段方法不会消除 IDMP 合规性的复杂

性。然而，它提供了额外的时间来适应 IDMP 合规性从根本上需要的以下内容：设计和部署

内部数据流程，以表明您控制着产品数据。在欧洲销售少量产品的公司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实

现合规性。对于那些持有中到大量产品的营销授权的公司，建立有效的数据治理是实现和保

持合规性的必要条件。

MDM 方法
自 2014 年年初，Informatica 一直在倡导一种基于主数据管理 (MDM) 的方法来实现 IDMP 
合规性。到 2014 年年底，基于 MDM 的方法的支持者包括独立顾问、分析师、系统集成

商和其他软件供应商。他们表示，对于此方法他们仅关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 我们没有时间执行 MDM 并在 2016 年 7 月之前实现 IDMP 符合性

• 组织可能不具备实施 MDM 的数据治理成熟度

这两个问题都是基于时间的。问题的核心是，由于时间有限，流程和人员不够成熟，无法提

供 MDM 项目获得成功所需的数据治理。由于分阶段方法可提供更多的时间，IDMP 合规性

与“典型”MDM 项目具有更密切的关联。MDM 不仅仅是一个软件产品，它是一种方法，

此方法能够识别企业内最关键的信息，并创建可信的单一数据源来推动业务流程。在此背景

下，MDM 方法将支持准确的 IDMP 提交。

“IDMP 的根本挑战本质上

是一项主数据挑战。”

– 欧洲药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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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MDM 框架方法

一个通用的 MDM 框架可以映射到 IDMP 合规性，如下所示：

• 评估：解释和理解每个 IDMP 实施阶段的已发布指导

• 计划：出于 IDMP 合规性的目的，交付基线 MDM 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并增强数据服务

• 执行：将 IDMP 阶段与 MDM 项目阶段对齐

仅当辅以良好的数据管理时，IDMP 才可以像监管机构设想的那样，充分发挥其潜力。通过推进组织数据治理

成熟度，MDM 框架可以提供良好的数据管理。MDM 与业务优势的交付相关联，后者与目标 IDMP 优势基本

一致：

• 更高效的（监管）过程，从而缩短上市时间

• 改善沟通，减少监管负担

• 通过提高 ICSR（个案安全报告）的准确性和加快各项要求的实施速度解决仿造药品的问题，从而加强病患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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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与 IDMP 合规性关联的挑战
围绕实现 IDMP 合规性的主要挑战可以直接归因于收集、整合、清理和提交所需产品数据的宽广范围。这些挑

战总结如下。

组织挑战 
数据分布在使用其自己的词汇标识和描述产品的多个部门中。为了鼓励提供一套完整、准确的 IDMP 数据所需

的广泛组织参与，需要一个 IDMP 项目的高级赞助方。 

技术挑战
发现、收集和整合来自多个 IT 系统的数据。要为 IDMP 数据模型中的每个产品所需的 150 至 300 个字段收

集数据，通常需要 10 至 15 个源。源系统可以在内部或外部驻留，很大比例的数据保存在非结构化文档中。

监管机构有权质疑所有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所以必须保留全部提交历史记录。 

协调挑战
当产品通过临床试验并在市场中日渐成熟时，保持合规性需要管理持续的变更。IDMP 的宽广范围还意味着，

IDMP 所需的某些数据也必须根据其他法规提交，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交的数据值在所有规定中都必须相同，

否则，费时的审计将不可避免。企业还需要跨内部流程以及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数据保持数据完整性。

MDM 软件专为数据持续整合而设计，直接应对这些挑战，并提供整个组织的产品和关系的单一视图。合规性

的 MDM 方法提供了一个用于创建和管理单一、可信产品视图的工具，供在内部和外部无限制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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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A MDM 
功能

IDMP 挑战和分阶段方法注意事项

可配置的工作流 • 组织：涉及多个部门的代表
• 协调：跨系统和提交项同步数据

灵活的数据模型 • 分阶段方法：从 XEVMPD 或其他项目（例如，实质内容掌握）开始，并扩
展到 IDMP 阶段而无需软件升级

• 技术：可配置的实体、属性、层次结构和关系来表示 IDMP 数据模型，并将
基本模型映射至多个地区的词汇表和提交指导。

数据自动化 
质量规则

• 技术：面向数据清理、符合受控词汇表、匹配、属性存留的可配置规则
• 技术与协调：数据沿袭的交叉引用视图

可见的数据历史记录 • 协调：可审计的交互，无论从源数据还是手动输入的数据
• 协调：数据管理控制台，包括输入和验证在非结构化文档中保存的数据的

能力

Informatica MDM 方法的优势
Informatica 主数据管理是唯一一款既易于部署又灵活的 MDM 解决方案，其灵活性足以支

持其随着短期至中期内的 IDMP 全球应用一起发展。 

灵活性：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快速、轻松地部署，它包括成功完成任何 MDM 项目所需的

各种数据完整性、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功能。

以业务用户为中心：集成的工作流和用户界面将需要整个组织中的数据所有者和专家参与

单一的可信版本的产品数据，并从中获得强大的洞察力。

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包括领先的系统集成商和监管信息管理软件供应商。我们的一些合

作伙伴已经根据 MDM 软件开发出了 IDMP 加速器，用于更高效的实施项目。

专注于客户成功：我们特别成立了客户成功团队（Informatica 的 MDM 部门中的一个专门

小组），唯一的目的是确保客户百分百的满意度。因此，独立研究机构 TNS 已连续十年将 
Informatica 评为“客户忠诚度”排名全球第一。

关于 Informatica
Informatica 是领先的独立软件提供

商，专注于为未来数据提供创新型

革新技术。Informatica 帮助世界各

地的企业发挥其信息潜能，从而赢

得竞争优势。全球众多知名企业依

赖 Informatica 平台，使用及管理

其在企业内部、云中和网络（包括

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