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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下的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工业正在逐步走向智能化时代，正在对过剩产能以及有限的选择提出解决方案，目前药品生产
大量过剩，但真正能够针对个体特点进行有效治疗的药物不多，本文通过对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工艺优势的阐述
以及工艺设备的实现，为药品生产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出一个可行方案，以推进药品生产更高效、更经济、更灵活，
为最终惠及患者（药价更低，单个药物或复方药物更有针对性，疗效更好）做出一点努力。

13

基于质量和风险控制体系的全自动 CIP 设计
新版GMP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实现清洁以及清洁验证所采用的在线清洗系统（以下简称CIP）的风险控制点所在，许
多制药企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很多制药企业仍然对于CIP持传统认识。制药过程属于全过程质量风险控制的制
造流程，每个接触药品的制造环节都是质量控制的重点。质量源于设计，本文从质量风险控制的角度深入探讨CIP的
设计，进一步提出具备预防性自维护功能的全自动CIP的设计理念。

17

工艺技术装备工程化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纵观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追溯祖国医药学的前进步伐，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我国有丰富的
药材资源、浩瀚的医书典籍，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用药经验。科学技术部等16部委制定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指出：“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落后，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装备”是中药实现
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任何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化、产业化均离不开相应的装备技术支持，故先进技术装备
的研发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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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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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S 技术的相关验证
BFS技术在中国应用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其中验证实施的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首先对中国GMP（2010年
版）有关验证的内容进行了简要解读；对如何做好BFS灌装线的确认与验证工作进行了总体分析，并给出了BFS工艺
线的验证方法及BFS灌装工序验证的具体内容。此外，本文还对BFS验证的记录、数据统计、标准制定的作用与制作
方法进行了分析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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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罩包装药品的在线检测设备发展史
本文总结了泡罩包装在线检测设备的发展历史和目前在线检测设备的发展方向，阐述了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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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下的口服固体制剂
连续化生产
■■ 戚鉴铭

摘要：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工业正在逐步走向智能化时代，正在对过剩产能
以及有限的选择提出解决方案，目前药品生产大量过剩，但真正能够针对个体
特点进行有效治疗的药物不多，本文通过对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工艺优势
的阐述以及工艺设备的实现，为药品生产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出一个可行方
案，以推进药品生产更高效、更经济、更灵活，为最终惠及患者（药价更低，
单个药物或复方药物更有针对性，疗效更好）做出一点努力。
关键词： 大趋势；工业4.0；产品过剩；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

目前智能化时代非常明显地呈现在我们

是苹果手机只有五种颜色，但我们有上亿消

面前，大数据的兴起正在推进工业向4.0时代

费者，只能在有限的颜色中挑选相对满意的

前进，互联网不断地发展也为此次工业革命

颜色。因为没有查到药品的具体数据，所以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业革命走向智能化将

无法列出具体的药品过剩到底有多少。但我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制药行业生产只

们可以思考一下，现在药品的库存是多少？

有顺应时代趋势才能更好地发展。

真正对症的药物有多少？对症的复方药有多
少？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工业制

一

4

工业4.0在解决什么问题

造出现巨大的产能过剩和有限的选择？可以
从产业链方面来进行分析。目前我们使用的

让我们先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2015

工业2.0和3.0的制造业产业链为“6+1”，

年总共生产了299亿件衣服，但只正常卖出

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

了90亿件，209亿件乏人问津，剩下低价出

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加上制造，也就

口，最后还是有60亿件库存卖不掉。第二个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微笑曲线，如图1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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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产品设计离终端客户非常远，设计出的

回事，以下举例说明。

产品符合客户要求就比较难。同时，在整个

第一步，在大数据下的订单处理。根据

“6+1”产业链中，制造处于最低端，它的

2012年2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利润是整个链里最低的，平均大约为4%。在

一家公司叫Target，它寄了优惠券给一个女

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薄利多销成为所

孩，因为判断她怀孕了，她父亲非常生气，

有制造厂家的生产策略，在不明确客户真正

因为他女儿还没有结婚，一个月后发现这是

需求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

个事实，Target利用大数据分析发现怀孕的

成本，赢得市场，最终造成产品大量过剩。

妇女都会有类似的购买习惯。比如，怀孕3个

最近，中国企业正在向上兼并。例如，中国

月后，她一定购买无香料的洗发水和面霜；5

的富士康以35亿美元收购日本夏普；海尔以

个或6个月之后会购买补品，包括锌、镁、钙

54亿美元收购了通用电气旗下的白色家电；

等。他们透过类似的搜索找到二十几种相关

美的以4.7亿美元收购了东芝的白色家电部

产品可以判断这个女人是否怀孕，一旦发现

门。这样，富士康在兼并夏普后成为提供原

怀孕，马上会寄优惠券给她，因为是个新客

料 （面板屏幕）的供应商，利润为34%。

户，她需要新的产品，更厉害的是，还发现

通用电气不但卖掉了白色家电部门，同时将

这个女孩喜欢红色的，因为她经常买红色的

盈利更高的金融部门也卖掉了。问题是，他

衣服，而且买了很多Hello Kitty的玩具。

们为什么放弃利润，到底想干什么呢？回溯
一下通用电气在2012年11月26日发表的白
皮书《工业互联网：突破智慧和机器的界
限》，其中说，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将产
生15万亿美元的产值，等于再造一个美国，
原来这些跨国企业看清了趋势，在抢先占领
商业蓝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工业4.0是怎么一

第二步，大数据将直接指导药品的研
发、产品设计和制造。Target公司拿到上面
这个数据后就可以下订单，到第二步产品设
计和制造。以德国巴斯夫为例，它是个化工
工厂，目前已经完成了工业4.0的设备组装。
Target公司的订单是，只要一瓶红色瓶子装
的洗发水，没有香料的，而且外包装必须有
Hello Kitty的标志，同时希望打上女孩子的地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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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同时打上她的照片。巴斯夫4.0的生产线

对现在由互联网的发展而引发的12个必然趋

和以前不一样（以前2.0和3.0流水线，只能

势做了阐述，简要介绍如下。

生产一种产品），一个空的红色瓶子出来，

第一个趋势：形成／成为（Becoming）。

上面有射频识别标签，指挥原料内不要放香

从层级化结构到网络化结构，这是一个变化

料，只要放肥皂，然后沿着生产线走，盖上

趋势。正因为网络的存在，我们在沟通方面

红色盖子，然后包上Hello Kitty的外包装，打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这个结构非常有效，执

上名字，打上照片，这就是产品设计与制造

行会非常迅速。在未来10 ~ 20年，这将改变

捆绑在一起了。

公司的角色，如果公司还保留之前的层级结

第三步，预测原料价格和库存情况；第

构，就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能在市场中

四步，预测可能性生产。然后，利用大数据

存活。所有的产业都在向分散式结构靠拢，

预测香料和肥皂的价格走势，同时预测库存

未来这个趋势会持续发展。

情况，然后做出最优解决方案，最低成本进

第二个趋势：认知（Cognitive）。未

货。最后，进入终端零售，经过大数据分析

来，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趋势也

出客户需求之后，没有广告问题和费用，同

可以说是认知的趋势。人工智能将取代我们

时可以计算出购买的可能性，达到70%的购

的工作，同时也为我们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买可能性时，就会进行生产，而且产品是最

对于任何需要生产力的工作，都会进行人工

适合客户的产品。

智能化。人工智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因为

在大数据推动下的工业4.0，最终实现

机器人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它们被设计出来

了对产业链的优化，对比“6+1”产业链，

就是为了完成高效率的工作。人工智能将被

利润提高60%，直接降低成本50%（见

出售，像输电一样进行输送。

图2）。这为现在的药品生产指明了发展

第三个趋势：互动（Interacting）。我

方向。

们创造的物质将会和我们进行互动。其一，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是利

二 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趋势成为
必然

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
向使用者提供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
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可以

在凯文凯利的新著作——《必然》中，

订单处理

终端零售

产品设计

提升60％利润

降低50％成本
原料采购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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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没有限制地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

势，就可以和手表进行交流，屏幕会观察你

其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的情绪，看你是迷惑、兴奋、愤怒还是沮

AR），运用电脑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

丧，你的情绪都能被软件检测到，它会根据

到真实世界，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

你的情绪做出相应的改变。

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内，可以实

第七个趋势：流动（Flowing）。它概括

现在一个空间里面见到虚拟的物品，甚至能

了以上所有的趋势。物体会从本身固有的状

见到一个虚拟的人，这些东西都能切切实

态变成流动的状态，甚至变成流动的数据。

实见到。其三，混合现实（Mix Reality，

不管你处于什么行业，都和数据相关。客户

MR），即包括增强现实和增强虚拟，指的

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现在的商业就是要通

是合并现实和虚拟世界而产生的新的可视化

过数据分析，做得更好。数据需要关联起

环境。

来，需要流动起来，否则它就是无效的。

第四个趋势：使用（Accessing）。

第八个趋势：重混（Remixing）。我们

“使用”这个趋势过去就已经存在了，但未

把这些东西重新解开，再混合起来。我们可

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拥有物品的性质将转

以看到，在过去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有一部

变为：不是拥有，而是使用这个物品。这些

分得益于将有价值的东西重组，把不同的新

公司自己售卖产品，它们并不拥有自己售

想法混合重组起来。创新更多的是重混。

卖的产品，如优步没有车，阿里巴巴没有库

第九个趋势：跟踪（Tracking）。跟踪

存。产品从客户中来，消费者扮演生产者。

一个关键要素形成的数据，跟踪我们自己的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使用权比所有权更加

各种行为，记录每天的事情和思想，这些技

重要。

术变得越来越便宜，任何可以被跟踪的事物

第五个趋势：分享（Sharing）。任何
可以被分享的东西一定会被分享。通过分享

都一定会被跟踪，“双向监督”将优化“跟
踪”这项科技。

它才变得更有价值。分享的趋势是硬件软件

第十个趋势：过滤（Filtering）。当今

化。通过人工智能的加入，它可以与你交流，

我们拥有很多资源的时候，什么比较罕见

知道你的日程表，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到家，

呢？那就是人，人是一个稀缺资源，人只有

然后它会提前开启空调。当你到家的时候，

24个小时，同时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温度就非常适宜。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它

该如何分配我们的注意力呢？当看到新的经

也能帮我们做预测，进而给我们提供帮助。

济诞生、新的零售业正在发展的时候，我们

第六个趋势：屏读（Screening）。屏

发现不管注意力如何改变，金钱都会相伴跟

读，即不用再看屏幕。在过去，我们通常通

随。为关注而付费，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过屏幕来读取信息。但屏幕的问题在于：它

第十一个趋势：提问（Questioning）。

们是一个固化的、精确的形式，不会变化。

“答案”是免费的，而“问题”更有价值，

从过去固化、精确、权威的屏幕，朝着一

我们现在的世界使“回答”变成一种商品。

种更加流动的形势变化。用身体与人工智

比方说，有一个公司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

能（AI）交流是一个趋势。比如，你做个手

能够给我们非常准确的回答。在这种情况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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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答案其实会变成免费的，而有价值的是

成分测试。第七，虚拟制药公司的出现——

我们的提问。机器人会给我们答案，但是它

没有生产设备厂房的药品生产公司。

却不会提问。

顺应这些趋势的企业将发展壮大，而背
离这些趋势的企业最终将被淘汰。

第十二个趋势：开始（Beginning）。
它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所创造的新东西，

三

实质上只是处于开始的阶段。很多在过去看

传统的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模式

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未来或许可行。我

目前，传统的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模式

们需要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人工智能

为批次模式，在每道工序中间都会停顿进行

会激发创造更多不可能的事情。

中间检测，合格后放行才能进行下一步工序
（见图3）。

依据以上大趋势，可以判断未来制药设
备系统的发展方向：第一，大数据的开放连

事实上，真正用于在线生产的时间加上

接系统。第二，产业链的管理系统——能给

放行的时间再加上保存时间，平均实际用时

出执行方案的系统，上端接入大数据库，提

大约为2天，但从总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需

取有用信息，分析数据产生订单；下端接入

要30~60天。传统的批模式生产时间长、高

追踪系统，跟踪到每个病人的用药效果；中

库存，大量的库存在于中间品，直接导致交

间，预测原辅料价格，优化库存给出方案。

货期长，断续生产，换批时间长，生产损失

第三，人员将通过屏读操作设备，操作人员

高。由于批生产的特点，为了减少中间检验

与设备彻底隔离。第四，设备的高级智能

次数，批量变得越来越大，造成厂房面积越

化，会学习的设备，会将经验共享的设备，

造越大，厂房利用效率低、不灵活、投资大

可以向其他设备学习，也可以被其他设备学

并且不可持续。从图4也可以看到，批生产需

习。第五，高度灵活的设备——可以根据生

要大量的周转料桶，以及笨重的大型生产设

产工艺灵活重组（重混）。第六，PAT技术

备，导致整个建厂投资费用较高，资本运作

的高度发展——在线微生物测试，在线药品

效率较低。

通过
or

制粒/干燥

延误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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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压片

延误

传统的口服固体制剂生产模式

包衣

延误

包装

延误

失败

测试

延误

Automation & Intelligence

称量、配料

图4

制粒、干燥、整粒

混合

压片

包衣

批生产厂房典型流程

OSD供应链⋯⋯如何连续才叫连续？

总览
连续

图5

四

口服固体制剂供应链的连续化

连续化生产

首先，原料的连续化生产目前是比较
容易实现的，毕竟原料在精烘包前段是精细

连续化生产是指上道工序生产出一单

化工作业。在原料连续化上，硬件和软件已

位的中间品即向下转移的生产方式，被称为

经具备条件。但如何将原料生产连续化到制

“连续生产”，在制造业中称其为“流水

剂，这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主要是原料

作业”，而在化工生产中称其为“连续生

生产与制剂生产通常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

产”。

的公司，这方面的连续化还有待探讨。反过

口服固体制剂如何进行连续化生产，从

来，从末端看，从医生配药到病人取药，目

什么工段可以开始连续化，图5站在全供应链

前很多医院已经建立了自动配药系统，这方

的视角展示了口服固体制剂连续化生产的可

面的连续化已经完成。从制剂生产直接连接

能性，这个连续化理想中可以从原料一直连

仓储，根据要求定量及时配送目前尚有待

续到医生手上。

发展。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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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更多的是在制剂部分的连续化生

表1

产，如图6所示；批生产和连续化生产的对比
如表1所示。
对于连续化生产来说，其优点如下：快
速，连续化生产可应用于传统的制粒生产，
降低不确定性，实现六西格玛（6 sigma）
如图7所示，产生高收率相当于增加产量，同
时实现低操作成本、低库存和低建设成本，
降低了产品成本就相当于增强了竞争力。
连续化生产的亮点是：首先，小，全密
闭生产线；其次，自动化程度高；最后，降
低人工干预。
需要重点强调使用过程自动化技术
（PAT）原理来了解生产过程：识别和解释
变化的来源并持续增进这种了解；使用了解

批生产
（Batch）

程与环境条件的要求范围相符合。同时，需
要数字化精确控制系统，使用模型和多变量
控制算法，如反馈和前馈的生产过程，了解
以及使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

连续化生产
（Continuous）

 着重于生产过程
 长时间恒定

 着重于产品
 短时间恒定

 趋势展示缓慢
 响应慢
 变化不可见和不可控
 损失大

 趋势展示很快
 响应快
 变化可见并可控
 损失小

 工作量大
 大型笨重设备
 巨大的厂房

 工作量小
 小型轻型设备
 小面积厂房

 灵活性局限于制造规模

 灵活性大+工作量小

 惰性环境
 所有专业的大量用人

 专注环境
 少量专业团队

 清洁

 清洁
 缓慢手动转换
 半自动/手动 CIP

的信息结合实时的测量结果通过生产过程来
管理可变性；确保预测结果与原料、生产过

批生产和连续化生产的对比

 快速转换（SMED）
 全自动CIP

 公用能源消耗大

 公用能源消耗低

 固定的笨重连接设备

 自动切换

 产品控制
 慢速离线IPC

 生产过程控制
 实时自动IPC

连续制粒

连续混合

压片

收料

在线分析
重量和硬度
粒径分配

连续包衣
数字成像

连续混合
在线

可溶性模式放行

化学特性

反馈控制

物理特性
浓度和均匀性多组分
实时放行测试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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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规对连续化生产的推进
美国FDA在2004年9月29日正式发

布的PAT—A Framework for 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对
连续化生产有着明确规定，如图8所示，以推

如何设计，引入反馈和前馈系统。第三，商
业化考虑，这样的连续化是科学绑定吗？是
制造绑定吗？是生产过程整合吗？第四，
使用风险评估，运用HACCP、FMEA、
RiskMAPP来对整个连续化生产的每个质量
环节进行分析。

进连续化工艺来促进效率和管理的变革。

七
六

连续化生产的成功要素

制剂连续化生产的设计
对于制剂连续化生产的设计，首先，需

在对连续化生产进行设计时，需要

要对连续化生产的流程进行优化设计，如图9

注意以下几点：第一，QbD (Quality by

所示，从这里可以看出，连续化的工艺流程

Design)，科学的设计理念。第二，PAT

的设计比批生产的设计要复杂很多，主要是

（Process Automation Technology），

工艺流程中在线质量控制点的设计，这些设

实时状态展示，仔细考虑我们确实需要它

计确定了这条线的产品质量的保证程度。图

吗？如果有最终质量检查，未满足要求的该

10为设计图纸的案例。

图7

连续化生产下的六西格玛提高

图8

美国FDA相关法规网站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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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连续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图设计

其次，是设计的专业重点的偏移。在
批生产厂房设计中，设计好工艺流程图之
后，通常需要暖通和建筑专业人员跟进，
但在连续化生产的厂房设计中，工艺专业
必须与自控专业系统合作，因为在连续化
生产流程中的质量保证来自在线PAT，其
控制系统的架构和设计将显得非常重要。

八

①原料
②旋转阀
③减重给料器
④连续混合
⑤NIR（远红外）检测探头
⑥连续制粒
⑦连续流化干燥
⑧NIR（远红外）检测探头
⑨控制系统
⑩真空传输
压片

结语
随着大趋势的不断明确，工厂制造者

只有顺应趋势才得以生存，大时代来临，
大趋势向我们展示出无限的变革和商机，
制药生产也将不可避免地迎接新的挑战，
连续化在提高质量，以及更好地、更灵活

图10

实际的连续化生产设计案例

地满足患者要求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
是一个机会，可以创造新的财富。

作者简介
戚鉴铭（1964—），男，苏州人，高级工艺经理，研究方向为制药项目管理。从1995年开
始，在辉瑞制药工作9年，参与BFS无菌生产线项目以及无菌粉针剂项目和口服固体制剂项
目。目前于上海某医药企业担任高级工艺经理，负责吸入类药物项目的工艺设计以及施工管
理，对无菌、口服、生物等制药项目建设的设计、施工、采购和验证非常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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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质量和风险控制体系的
全自动CIP设计
■■ 宋有星、杨

峰

摘要： 新版GMP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实现清洁以及清洁验证所采用的在线清洗系
统（以下简称CIP）的风险控制点所在，许多制药企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很
多制药企业仍然对于CIP持传统认识。制药过程属于全过程质量风险控制的制造流
程，每个接触药品的制造环节都是质量控制的重点。质量源于设计，本文从质量
风险控制的角度深入探讨CIP的设计，进一步提出具备预防性自维护功能的全自动
CIP的设计理念。
关键词： 新版GMP；质量风险控制体系；CIP；预防性自维护

新版GMP中对于清洗验证以及

深究其原因，质量管理不严、员工质量意识淡

风险控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在

薄、风险控制相关知识培训不足只是其因之一；此

生产过程中所有接触药品的部件都必

外，清洗系统的设计有缺陷，对于现场操作人员的

须采用“可重复性”“能被记录”的

依赖性太强，以及自动化程度不高都有可能导致严

清洗方式来去除残留，旨在减少人为

重的药品质量事故。

差错，降低生产过程中潜在的质量
风险。

风险控制存在于制药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我们
需要通过研究分析确定不同权重的控制点，并采取

近几年来，我国药品行业频现

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法规以及工艺要求可接受的范

安全事故，主要都集中在小容量注射

围之内，并在长期的生产控制中一直保持相同的水

针剂领域，很多企业不重视产品生产

准。

阶段的清洗验证，生产流程把控不严

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不同设备清洗工艺的清洗步

格，导致药品生产过程出现交叉污

骤以及工艺参数，确定合理的操作及控制方式，并

染、微生物超标等严重情况，出厂时

将一些风险控制的措施和方法总结归纳，运用各种

检测合格，但到用户手中就变为不合

测量分析技术，融合自动化控制理论实践经验，来

格产品。

设计具备预防性自维护功能的全自动CIP系统。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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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IP的工作流程中，存在两种

洗—精洗—吹扫—灭菌等传统流程。一般按照从食

风险：一种是内在运行风险；另一种

品工业沿袭下来的传统CIP设计理念，可能会确定采

是外在运行风险。

用双罐体CIP产品，一个为注射水储罐，一个为纯

内在运行风险指的是设计中存在

化水/清洗液储罐，然后再配置相应的阀门、切换管

的风险，主要集中在CIP所使用的各

线、泵、清洗液补充系统、PLC控制系统，从而组

种器件运行部件的设计、自身管道的

成一个完整的清洗系统。但是，如果我们从风险评

设计以及自清洗能力的设计方面。外

估的角度来看，这样不一定合理。我们经过清洁验

在的风险则包含了公用系统的风险、

证分析和计算，确实可以确定清洗罐体以及管线所

互联风险、互动操作风险、管道设计

需要的流量与时间，从而确定各个元器件的选择，

存在的风险以及自身在位清洗功能的

但CIP的设计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风险设计原则就

风险。

是：CIP的设计要考虑到尽量降低对被清洗物所造成

通常一个专业的CIP供应商都是
先从外在的风险评估入手，以便确

首先，可以对比一下清洗所需要的流量与储

定CIP的具体架构。比如，我们可以

罐以及公用系统的风险关系，如果清洗时所使用的

从一个配料系统的CIP设计来了解一

注射用水的流量小于公用系统所提供的循环流量的

下，风险评估如何一步一步地促进

一半，就可以考虑直接通过管道，利用公用系统管

CIP系统的优化设计。

道的压力来完成一些管道以及罐体的清洗工作，

从经济效益上讲，清洗不直

这样可以省去一个注射用水储罐以及大量的附属

接产生任何效益，但清洗占用了大

保护分配元器件，如呼吸器、阀门以及额外的管

量的生产时间，同时耗费大量的资

线。从风险评估角度来讲，直接接触药品的表面积

源和能源以及化学物质，对于制药

越小，元器件越少，风险就越低；同时，随着元

生产来讲清洁又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器件的减少，整体的运行风险、维护风险、控制

工作。

风险都在显著地减少。减少了一个储罐，那么对于

对于无菌制剂称量、配制工艺
现常采用配料系统，特别是多罐系
统（3个罐体以上），每批次配液

14

的风险影响。

这个储罐的日常维护也就可以取消，工作的频率可
以加快，生产节奏便加快，综合生产成本将进一步
降低。

完成后，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清洁工

目前，这种技术在国外已经经过了多年的验

作，需要配置专业的CIP系统。一

证，并被证明是可靠的，且能耗低、成本低。近两

般的清洗流程包括冲洗—碱洗—冲

年来，国外的先进制药工厂都普遍采用这种风险评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Automation & Intelligence

估的理念来新建或者是改造清洗系

交叉污染造成的，充分暴露了这种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和

统。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过风

高危害性。

险评估我们可以去优化一个CIP的结

同理，其他运动部件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

构设计，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组

整个CIP系统中所使用的泵、转换面板等，都有可能出

成，让整个系统更加精简，运行起来

现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将这些

更有效率。

风险都纳入我们的风险评估体系中，从设计上入手，解

同样的，我们可以从内部风险评
估来看一下如何设计一个具备预防性
自维护功能的全自动CIP系统。
在一个CIP系统中，如果按照风
险评估的理论进行评估，那么风险最
高的就是一些运动的部件，这些运动
部件在动件寿命接近设计值的时候，
整个运行状态已经处于未知领域。比
如说，在CIP上经常使用的启动隔膜
阀，无论隔膜片采用何种材质，都有
开关次数寿命的限制，在接近设计寿
命90%~100%的开关次数段内，该

决或者降低这些风险的发生几率。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控制系统中记录下来这
些运动部件的运行参数，那么，按照预防性自维护的理
念，可以考虑设计部件更换提醒的功能，这样我们在风
险到来之前先控制产生这种风险的源头，自然地风险便
可以被控制在所期望的范围内。
同样的，在整个制药生产过程中，人为操作的不专
业性、不确定性，给制药生产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风险
因素。采用全自动化生产设备对于降低整体风险有可观
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人力成本逐年走高的情况下，建立
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也有助于企业在竞争中减少社会环
境因素的影响。

隔膜片由于长期变形应力损耗，已经

CIP清洗系统不仅仅是一套设备，而是一套“质量

处于不可知的状态，用户无法判断在

和风险控制体系”的技术服务，利润附加值也是在技术

这期间隔膜片什么时候会损坏，而隔

服务与清洗验证环节，相应的硬件仅是辅助完成的组成

膜阀的泄露会造成清洗水中混入异

部分，其核心价值是基于客户需求以及风险控制体系的

物，轻者会造成清洗结果的异常，或

控制系统与清洗验证规程。

者是清洗失败的风险，严重的会造成

如何研发出既符合GMP规范又适应中国国情的采

交叉污染的重大安全事故。近年来，

购价值观的产品，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可以肯

国内新闻报道了类似的重大安全事

定的是，从质量和风险控制体系入手才是核心价值的

故，如某品牌饮料中氯超标最后被召

体现。

回事件，以及某品牌奶制品出现“蓝

可靠的CIP设计来源于对生产清洗工艺、人员操

色牛奶”被召回事件，这些都是由于

作、环境以及控制系统的深刻理解，风险控制可以说是

2016.03

15

P 自动与智能

无处不在。从系统使用的各个元器件

延伸到了风险控制系统领域。目前的CIP系统，不仅

的选择到控制系统编程，到最终产品

单纯强调性能的优劣，更加强调了安全性、可追溯

的组装、工厂验证、运输、安装、调

性和可操作性。这就要求制造商必须关注自身产品

试、运行，都需要仔细考虑。从元器

的生产工艺，同时更加关注相关的法律法规所带来

件的设计寿命到实际使用寿命，从设

的一些新的要求和特性，以及制药新设备、新技术

计环境到实际使用环境，从设计的使

的更新。

用工况到实际的使用工况，甚至操

随着制药行业标准与质量规范的日趋完善，CIP

作人员的素质，我们都需要仔细考

清洗系统将和其他制药设备一样逐步向专而精、小

量，可以说，每一套CIP的设计都是

而全方向发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CIP清洗设计

对质量管理以及风险控制体系的一次

思路，期望对未来CIP乃至其他制药装备的工艺设计

实践。

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专业成就高度，创新成就未来！用户的安全、

结

语

高效运行是检验一切设备的标准，中国制药装备行

制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民

业需要专业、专注、创新的制药装备企业，这将是

生国计，标准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我们共同的责任，以此推动中国制药工业更高、更

CIP系统关注的重点从设备硬件制造

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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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装备工程化是中药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郭维图

摘要： 纵观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追溯祖国医药学的前进步伐，
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我国有丰富的药材资源、浩瀚
的医书典籍，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用药经验。科学技术部等16部委制
定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中药
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落后，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装备”
是中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任何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规模
化、产业化均离不开相应的装备技术支持，故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发十
分重要。
关键词： 天然药物；热回流提取；创新；节能减排；产业化；现代化

世界各族人民在与疾病的斗争和预防

析，确认其有效成分、无效成分和有害成

疾病、营养保健中积累了应用天然药物的宝

分，然后采用提取、分离和纯化等科学手段

贵经验，纵观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追

吸其精华、弃其糟粕，让它更好地为人类的

溯祖国医药学的前进步伐，中医药是中华民

健康服务。

族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我们的先辈如张仲

天然药物几乎都是以植物（俗称“中

景 、 华 佗 、 李 时 珍 、 孙 思 邈 …… 他 们 为 民

草药”）为原料，植物有效成分的分离、分

族的昌盛和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析是当今研究的热点，由于新技术、新方法

献。近代以来，为了确定天然药物的确切疗

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植物活性成分的提取、

效，科学工作者通过对植物所含成分进行分

分离、纯化工作逐步从周期长、低效率、低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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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率、低含量向周期短、高效率、高收率和

理，而中药的质量必须从源头抓起，药材质

高质量方向发展，活性成分的分析测定也更

量是关键。与此同时，应运用现代技术改进

加迅速、微量和准确。中药制剂或保健品、

中药的生产工艺，提高医药装备水平。二十

食品添加剂质量的好坏、成本的高低取决于

几年来，通过引入中药西制技术，传统的

提取物活性成分含量的多少、提取率高低。

丸、散、膏、丹、汤的一些品种向片剂、胶

提取物目标成分高、纯度高意味着用药剂量

囊（软、硬）、口服液、大小容量注射剂、

少、疗效高、疗程短，不但可以降低产品成

粉针剂方向过渡，有的产品还向速释、缓控

本，而且可以降低居高不下的药费，减轻患

释片剂、滴丸剂、膜剂、涂膜剂、巴布剂、

者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提高提取率，怎

栓剂、气雾剂、透皮制剂、靶向制剂等方向

样增加目标成分的含量和提高纯度，寻找降

发展。中药新剂型产品需要高质量的提取物

低产品成本的途径成为目前提取物生产和项

原料，因此，需要引入可以生产高纯度提取

目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如何将科研成果

物的工艺技术和装备。从实施GMP（1998

转化为生产力，将其成果产业化，是工艺与

年修订）认证以来，应用西药制剂的工艺、

装备研究者的迫切愿望。

技术和装备加工中药常规剂型产品取得了良

中药主要以植物的根、茎、叶、花等
为原料，按照处方进行煎煮或粉碎制成各类
剂型供临床应用。中药（日韩称其为“汉
药”）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论其
生产技术反而以日韩为先。中医注重处方配

18

好的效果，但中药物理性质与西药有一定区
别，设备需要进行相应的改进，以适应中药
剂型的特点。

一

中药提取物生产工艺的沿革

伍的君臣佐使关系，强调使用地道药材。

我国古代医药医方典籍极为丰富，古

所谓地道药材指药材产地、采集时令、药

书上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

材部位，从而保证药材发挥的疗效。古时候

公元前2140年发现酿酒法及其作用，在商

采集药材要攀山越岭，以身试药；而现今许

代（公元前1766年）创用汤剂，《内经》

多药材由野生改变为人工培植，为规范药材

中已有汤、丸、散、膏、药酒等记载，后汉

质量，国家出台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张仲景（公元142～219年）著述中有栓、

范》，但有些人弃国家政策于不顾，为了增

洗、软膏、浸膏、糖浆和丸剂的论述。公元

加产量、追逐利润，滥施化肥、喷洒农药，

16世纪前，我国收载近40个药物剂型，除

致使多种药材形似而实已失效，有的药材则

现代剂型中的注射剂与片剂外几乎都有。

含有毒化学成分。故一些中医惊呼：“几千

希腊药学家格林（Galen，公元129～199

年的中医可能将毁于无良药农种植的中药

年）认为：植物中有我们需要的成分，但也

（材）之手。”这不能不引起中医药管理部

有无效物质，必须加以分离才能更好地发挥

门的重视，2016年2月26日，国务院正式

它的效能。按照他的指导思想，我们从植物

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中提取所需要的物质，由此提高了用药质

2030年）》，对中医药的发展寄予殷切期

量，也促进了药剂学的发展。为纪念格林，

望。中药要取信于民必须狠抓质量，严于管

人们将浸出制剂如醋剂、酊剂、浸膏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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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剂以及乳剂、合剂、溶液剂、软膏剂均称

回流），生产周期长（通常为16～20h），

为“格林制剂”。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

因而，效率低、含量低、能耗高、成本高。

很快，西方国家一直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

传统的浓缩方法是直接过滤，然后沉降分去

而我国受种种历史因素的困挠，直至20世纪

沉淀物，清液直接送入加热器浓缩。目前，

80年代才步入经济技术发展的轨道。在此

采用三效或双效浓缩器者居多，这种浓缩工

之前，中药仍然停留在丸、散、膏、丹、汤

艺加热温度较高，均在75℃以上，热敏性

传统剂型上，生产仍然采取用铡刀切、大锅

有效成分易大量被分解，使收率大大降低。

熬、石磨推、草纸包的落后工艺，因此，产

经粗滤的清液中含杂质较多，进行浓缩生产

品外观呈现大、黑、粗的形貌。在将西药制

时，清液中的杂质易黏于加热管壁，结垢导

剂技术引入中药制剂的初期，中药片以克为

致传热慢、耗能大，而且垢层炭化造成浓缩

单位，胶囊多为0号，“吃药一大把，喝药

液污染。现在不论采用三效或双效浓缩器，

一大碗”，口服制剂这种令人尴尬的产品质

都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而且第三效或第二

量主要是提取、浓缩、纯化工艺落后所致，

效后蒸出水蒸汽还必须冷凝、冷却，增加了

因此，必须采用先进技术，方可创造中药产

能源消耗。按照能耗统计，蒸出1t水需要消

品的未来，才不至于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

耗1.2t蒸汽，冷凝并冷却1t水蒸汽及其凝水

产挥霍殆尽。应该看到，近25年来，中药提

需要消耗3～4t冷却水，由此可见，其能耗相

取虽然由多功能提取、多效浓缩、醇（水）

当可观，尤其传统提取所加溶剂量为微波提

沉等生产工艺取代了大锅熬的传统工艺，产

取工艺的1.5～2.5倍，能源消耗更加突出。

品质量有所改观，但这种技术仍然属于能耗

尽管浓缩已经改为真空减压蒸发，但由于蒸

高、物耗大、排放多的落后技术。科学技术

发量大、加热时间长，被分解的热敏性成分

部等16部委制定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

大量增加。因此，有些企业采用超滤或反渗

要（2006—2020年）》提出“中药新产品

透法用于浓缩，由于不加热、无相变，故热

开发以高效、优质、安全、稳定的‘三效’

敏性成分分解少、浓缩时间短、能耗大大降

（高效、速效、长效）、‘三小’（剂量

低。经典的分离精制方法有水提醇沉法、醇

小、毒性小、副作用小）、‘三方便’（储

提水沉法、酸碱法（调pH值法）、离子交

存、携带、服用方便）为目标”。也就是

换法等。尤其醇（水）沉更为普遍，它主要

说，中药的剂型要改变，剂量要缩减，疗效

是利用提取液中各种杂质在不同浓度的醇中

要提高。同时，指出：“中药工业生产工艺

的不同溶解度来加以分离，达到纯化的目

和工程化技术落后，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

的。但采用醇沉工艺进行分离除杂质时有效

工业装备”，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

成分的损失达25%～75%，有效成分不能被

术落后尤其体现在中药提取物的生产上，中

最大限度保留。不能有效地减少服用剂量，

药提取生产线由提取、浓缩（纯化）收膏、

口感差，疗效相应也会下降，生产过程中还

干燥组成，常用的提取方法有浸渍法、渗漉

需要消耗大量的乙醇，导致能耗较高。长期

法、加热回流法和煎煮法。经典的浸提工艺

以来，浸膏干燥基本上一直采用箱式常压或

溶剂用量多（固液比高达124），提取次

真空干燥方式，干燥以后还需要进行粉碎过

数多（一般3次），提取温度高（100℃热

筛。此工艺不仅周期长、能耗大，而且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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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严重，物料损失多，产品质量差。
综上所述，传统的提取分离工艺存在

状态必须改变。故中药产品质量必须从源
头 —— 提取与纯化抓起。

不少弊端。首先，提取范围广，选择性差，

从广义上讲，提取应该包括提取（浸

易浸出大量杂质给后续工序带来很大困难。

提）、浓缩、分离纯化、收膏、干燥等提取

其次，具有主要疗效的成分容易流失、有效

物生产工序，其关键工序是提取和纯化。为

成分容易分解，因此，提取转移率低。简言
之，路线长，操作繁杂，有效成分损失大。
总之，目前传统提取方法（CME）能耗大
（据综合分析中成药制剂产品75%的能耗
集中在提取物生产过程，此过程70%的能
耗集中在提取工序）、药材消耗多、溶媒用
量大、转移率低（药渣中残存大于30%的有

了获得提取率高、纯度高目标组分的提取
物，科研单位纷纷开展产品课题研究，一方
面，寻找具有更高疗效的新药，或者增加有
效成分含量以提高疗效；另一方面，在提高
质量的同时，减少能耗、物耗以降低成本，
其重点放在提取与分离纯化上。

效组分被丢弃）、提取物质量差、生产环境
不良、操作不方便、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
低、生产周期长、设备利用率低、产品成本
高等因素严重困挠着中药工业现代化进程，
这是我国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
因。那么，出路在何方？

二 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是提取物生
产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重点专项规划之一的《“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围绕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围绕破
除束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阻碍，全面深

（一）提取（浸提）工艺
目前，在提取（浸提）方面有半仿生提
取法（简称SBE法）、生物酶解技术、破碎
提取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简称SFE
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微波辅助提取
技术等。

1. 半仿生提取法
它是将整体药物研究法与分子药物研究
法相结合，从生物药剂学角度，模拟口服给
药及药物经肠胃道运转的原理，为经消化道
给药的中药制剂设计的新提取工艺。

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继承中医药理论的基础
上，应采用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创新以改变

2. 生物酶解技术

中国中药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落后于日本及
韩国的状态。日本及韩国从中国大量进口中
药材和部分提取物，经过深加工成为制剂产
品，目前汉药制剂产品占据世界90%的植
物药市场。我国已成为日本及韩国原料和初
级品的供应基地，原因就是我们的深加工技
术尤其是提取物生产工艺落后，因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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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将植物中富含的果胶、淀粉、蛋白
质等采用适当的酶法予以分解除去。

3. 破碎提取技术
它是通过对植物材料在适当的溶剂中充
分破碎而达到提取的目的。

Automation & Intelligence

4.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二氧化碳系一种流体（气体或液体），

致各种物质吸收微波的能力不同。
（1）微波的突出特点如下：

当其温度和压力均超过其相应临界点值，则

第一，节约能源。微波加热所产生的热

称该状态下的流体为超临界流体，它的密度

量来自极性分子内部的内热效应，无热阻，

接近于液体，它具有与液体溶剂相当的萃取

热扩散与分子扩散运动的方向一致，所以，

能力。扩散系数介于气态和液态之间，其黏

加热速度快，时间短，溶质与溶剂互相渗透

度也接近气体，其传质速率远大于处于液态

快，萃取时间一般只需30s～10min，温度

下的溶剂萃取速率。超临界法适用于单一植

为60℃～70℃。CME提取温度需要100℃，

物的提取，根据热敏性化合物中异构体不同

提取次数为2～3次，共需8～10h，而浓缩时

的沸点，提取纯度高的单一组分，它不适用

间CME为MAE的2.5～2.7倍，MAE能耗仅

于复方多种成分的提取。

为CME的10%～20%。
第二，降低物耗。MAE所需溶媒为药材

5. 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
超声波是一种频率高于20kHz的声波，
因其频率下限大于人的听觉上限而得名。普
遍认为，空化效应、热效应和机械效应是超
声波技术在中药提取中的三大理论依据。超
声波提取就是利用超声波具有的机械效应、
空化效应及热效应，通过增大介质分子的运
动速度，增大介质的穿透力以提取中药有效
成分的方法。影响中药超声提取的因素包括
超声参数和溶剂的选择，尤其是超声参数如
超声波频率、超声波强度、超声时间和溶剂
浸渍时间等。

量的6～8倍，并且一次提净，CME所需溶
媒为药材量的16～20倍，尤其是有机溶媒
还需一套溶媒回收设备，增加了回收溶剂的
时间，MAE溶媒仅为CME的30%～40%，
既减少溶媒消耗又减少浓缩所耗的能量，同
时大大减少了有机溶媒的污染。由于微波的
穿透性使植物纤维内的有效组分迅速转入溶
剂，因而大大提高了转移率。据分析测定，
可提高提取率达30%～70%，充分利用有
限的药材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降低药材
消耗。
第三，环境友好。有机溶媒用量减少与
药材利用率的提高，也降低了药渣及含有机
溶媒废水的排放量，MAE可实现系统密闭操

6. 微波辅助提取技术（MAE）

作，大大降低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减少

MAE是建立在CME（传统提取）的基

对环境的污染，还便于进行编程控制，而且

本理论基础上，利用微波（频率2450MHz、

提取温度为60℃～70℃，避免CME生产环

波长12.2cm的连续波）在传输过程中遇到不

境高温高湿之虞。采取多项屏蔽措施，可使

同的物质其不同性质产生反射、穿透、吸收

微波泄露量大大小于国家与国际安全标准。

的重要特性，尤其利用微波的热效应、对植

第四，量多质优。MAE具有选择性加热

物细胞穿透破碎和选择性加热作用达到提取

及温度相对较低、无温度梯度之优点，而且

有效成分的目的。应该指出，不同物质的介

植物细胞内的有效成分是因细胞壁破裂而浸

电常数、比热容、形状及含水量不同，将导

出，不像CME因高温而大量分解、破坏，故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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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E与MAE原理的异同如表1

转移率高、质量好。

所示。

第五，经济效益好。由于能耗降低，物
耗减少，生产周期缩短，设备利用率提高，

生物酶解、超声波辅助提取、微波辅助

则产品的运行成本降低，并且收率提高、产

提取等技术都是利用细胞破壁来达到提取目

品纯度好，给企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的，它们都有各自的应用范围。超临界适用

效益。

于高纯度、高附加值的产品，不适用于复方

第六，操作自动化。转速可变频调速，

提取，它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破壁提取由

温度、压力、流量、功率、密度等均可编程

于细胞完全被粉碎，因此，杂质多，后处理

控制，操作极为方便，大大减轻劳动强度，

难度大。生物酶解适用于含果胶、淀粉、蛋

改善工作环境。可实现真空、常压、低温操

白质等的药材。超声波相对噪音较大、能耗

作，因而可保护有效成分不被分解，从而提

较高，但较微波应用范围广、能耗低，有更

高转化率和含量，使质量得到优化。

大的推广价值。

表1

CME与MAE原理的异同

内    容

原   理
相
同
点

溶媒进入细胞组织溶解其有效成分后变成
建立在CME的基础上，溶质的浸出过程
浸出液过程，经历浸润、溶解、扩散、置
经历相同
换四个阶段

药材的粒度、温度、浓度差、压力、药
材表面接触溶媒的更新速率等

温   度

沸腾状态回流

60℃～70℃

传热方式

由外及里

产自分子内部、由里及外

加热速度

慢、热阻大

瞬间、无热阻(微波加热)

提取时间/批

16～20h

1～1.2h

加溶媒量/批

药材的16～20倍

药材的6～7倍

高温、缓慢浸出、植物纤维细胞完好

微波加热膨胀并击穿胀裂植物纤维细胞
壁，有效成分浸出快

10％～13％

高于13％

排渣方式

底部人工排渣

自动渣液分离

操作方式

手动

程控

设备状态

常压敞口式

密闭循环式

生产方式

批量间歇

连续

有效成分浸出方式
有效成分转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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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

药材的粒度、温度、浓度差、压力、药
材表面接触溶媒的更新速率等

影响浸出因素

不同点

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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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离纯化
分离纯化是中成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重
要工序。通常情况下，浸泡提取后需要将药
渣与提取液进行固液分离，此乃将机械杂质
滤除，液—液分离的萃取、浓缩属于另外的
范畴。同时，需要尽可能将无益及有害物质
（组分）分离，以提高目标成分的纯度，醇
（水）沉是常用的经典方法，为了提高胶状
物、树脂、蛋白质等的凝聚速度常加入絮凝

的分子间有选择性相互作用，吸附与解吸过
程甚至不可逆，相应的逆向操作被称为“解
吸过程”。对于吸附效果的评价，吸附剂的
性能是关键，它主要体现在：需要大的比表
面积、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颗粒均匀
度好、具有一定的吸附分离能力、价廉。在
中药粗提物的分离纯化工艺中，使用的吸附
剂包括活性炭、硅胶、氧化铝、分子筛、凝
胶聚酰胺、交联聚维酮、大孔树脂等。

剂。此工艺有机溶剂用量大、成本高，有效
成分损失严重、收率低，为了克服此弊端，
有必要采用新的分离纯化方法。那么，目前
用于分离纯化有哪些新的手段？

2. 大孔树脂吸附分离技术
大孔树脂吸附分离技术采用特殊的高
聚合的有机化合物作为吸附剂，选择性地吸
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或主要成分，去除了一

1. 以吸附澄清剂代替醇沉
中药水提液中杂质含有淀粉、蛋白质、
黏液质、鞣质、色素、树胶、无机盐等，由
于吸附剂存在巨大的界面能，易聚集，聚集
后质点的大小超出胶体分散体系的范围，使
质点本身的布朗运动不足以克服重力作用，
从而分散介质中析出沉淀。常用的吸附澄清
剂包括碳酸钙、明矾、硅藻土、高岭土、
101果汁澄清剂、甲壳素类吸附澄清剂及
ZTC系列天然澄清剂。
吸附分离技术最早仅用于吸湿干燥、
除臭、脱色及饮用水的纯化，吸附剂多为一
次性使用，近几十年来一些吸附剂也可反复
使用，随着流化床、移动床吸附分离及离子

些无用成分或其他成分，达到使中药制剂的
剂量大大减少的目的。关于大孔树脂吸附分
离技术运用于单一药材某种成分的吸附分离
的研究很多，这也是目前较好的方法。运用
大孔树脂吸附分离技术要进行树脂种类的选
择、树脂的前处理、再生条件、吸附与解吸
的分析、残留物的检查、成分分析等工作。
大孔树脂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稳定性好和
容易再生等特点，目前已在黄酮类、皂苷类
和一些生物碱类药材的分离纯化中取得肯定
的效果，并较广泛地应用于黄酮类、皂苷类
的分离纯化，其效果显著高于醇沉。

3. 指纹图谱技术

交换分离技术的发展，在中药分离纯化中日

无论是现代中药制剂，还是传统制剂，

渐使用广泛。吸附分为物理吸附、化学吸

指纹图谱技术无疑是一项有效的控制和监测

附、半化学吸附。物理吸附也被称为“表面

的技术。指纹图谱技术是利用光谱或色谱技

吸附”，它是溶液分子与吸附表面分子的分

术，如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

子间无选择性相互作用，吸附与解吸过程可

谱、毛细管电泳，并与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逆；化学吸附则是溶液分子与吸附表面分子

质谱联用，获得组分群体的特征图谱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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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通过计算机与数据处理获得特征数据，

留，可用于对热和有机溶剂特别敏感的生物

从而对药物质量进行判断。指纹图谱技术为

小分子活性物质的浓缩。

成分复杂的中药监控质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膜分离技术的特点：第一，选择范围

方法，它也适应传统中医药理论的需要，对

广，适用性强，已有广泛的应用，如反渗

传统中药制剂的质量监控发挥了积极的促进

透、纳滤、超滤、微滤、渗透蒸发、液膜、

作用。目前，国际上这一技术已趋于流行，

膜萃取、膜蒸馏等，为适应各种中药生产的

并应用于植物药研究或控制产品质量中。

需求，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第二，富集产物或滤除杂质效率高，可

4. 膜分离技术

根据药效物质或杂质分子量的分布情况有目

膜分离技术是现代分离领域最先进的

的地选择一定孔径范围的滤膜，一次或两次

技术之一。膜技术包括使用超滤膜、微孔滤

即可完成药效成分的富集，同时完成杂质的

膜、半透膜、反渗透等，其作用是可以富集

去除，其过程简单，操作方便，因此，分离

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去除杂质。中药的有

效率高。

效成分如生物碱、黄酮类、苷类等分子量较

第三，无需加热浓缩，药效成分不被破

小，无效成分分子量较大，结构复杂，通过

坏。根据不同分子量大小选择不同孔径的滤

选择适宜分子量截留值的超滤膜，可达到保

膜，如先用超滤膜截留大分子物质，分出溶

留有效成分、去除无效成分的目的。发展成

液和中小分子物质，再通过反渗透膜除盐，

熟的技术有反渗透、纳滤、超滤、微滤、透

达到富集药物有效组分的目的，起到膜分离

析、电渗析、渗透蒸发、液膜、膜萃取、膜

的浓缩作用和纯化作用。该技术不需要加

蒸馏等。

热，因此，能耗低，药效成分不易被破坏。

膜分离技术的原理：膜过滤技术是一类

第四，其他优点类似于超临界萃取和大

以压力差为推动力，使混合物溶液中的某些

孔树脂吸附分离技术。但超临界需超低温、

分子量较小的组分透过膜孔，而另一些分子

超高压；树脂吸附、解吸需用大量酸碱，不

量较大的组分被截留下来的膜分离技术。透

利于环保。膜分离则在常温、操作压力不高

过和截留物质的大小与膜的孔径有关。一般

的条件下工作。

根据膜的孔径将膜过滤分为微滤（MF）、超
滤（UF）、纳滤（NF）等。微滤膜的孔径

（三）精制与干燥

范围为50～10nm，可用来分离溶液中细小
的固体悬浮颗粒、细菌等，特别适用于从一
些高分子的蛋白质、多糖产品中去除不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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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菌；超滤膜的孔径范围为5～0.1nm，

中药制剂有丸剂、膏剂、片剂、软硬胶

可用来将蛋白质、多糖等生物大分子与生物

囊剂、针剂、贴剂等，固体制剂原料药均需

碱、多肽、激素等分子量较小的生物活性物

要干燥；液体制剂如果原料为本厂供应则可

质分离；而纳滤膜的平均孔径为0.9～9nm，

以由原料药车间按质量控制程序提供符合质

无机盐、糖类、氨基酸等小分子也可以被截

量要求的液体原料，但灌装前必须经过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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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中药提取液经纯化、除杂、除菌（过

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干燥器的体积

滤精度与相应剂型同步）并控制规定的密

大；传热系数低，导致热效率低（约40％

度，是灌装和干燥前的必经工序。

以下），动力消耗大，操作弹性小，易发生
黏壁现象，尤其是浸膏的干燥黏壁现象更为

2. 干燥
经二次浓缩后对口服制剂所需原料药一
般制成干浸膏，传统上将浸膏放在不锈钢盘
里置于蒸汽干燥箱中干燥，温度高、干燥时
间长、有效成分遭到严重分解，导致其有效
成分含量低、杂质高、产品质量差；经常发
生爆沸，严重污染干燥箱内腔；容易板结，
给粉碎造成困难，所以现在应用不多。为了

严重。近年来，针对中药产品易发生黏壁现
象，一些干燥设备厂将此作为研究专题进行
研讨，现已攻克此难题。喷雾干燥不仅在西
药生产中得到应用，现在也广泛应用于中药
产品，而且可以用于口服和注射剂产品。为
了避免微粒和微生物对产品造成污染，喷雾
干燥设备的材质、机构、过滤器的过滤精度
必须符合GMP要求。

克服上述不足，浸膏采用真空干燥，负压状

（2）冷冻干燥（Freeze Drying）。

态使物料的水分蒸发快、受热温度低、干燥

全名为真空冷冻干燥（Vacuum Freeze

后物料呈海绵状并易粉碎。虽然时间有所缩

D r y i n g ） ， 简 称 “ 冻 干 ”， 又 名 “ 升 华 干

短，温度明显降低，爆沸相对减少，但未能

燥”（Drying by Sublimation），是将被干

从根本上解决干燥时间长、爆沸造成污染的

燥液体物料冷冻成固体，在低温减压条件下

问题。近十年来，推广应用了一些先进的干

利用冰的升华性能，使物料低温脱水而达到

燥技术，如喷雾干燥、冷冻干燥、微波干燥

干燥目的的一种方法。

和真空微波干燥等。

第一，冷冻干燥的机理就是将需要干燥

（1）喷雾干燥。这是目前制药行业常用

的物料在低温下先行冻结至其共熔点以下，

的干燥方式之一。它是采用雾化器将原料液

使物料中的水分变成固态的冰，然后在适当

分散为雾滴，并用热气体（空气、氮气或过

的真空环境下，通过加热使冰直接升华为水

热蒸汽）干燥雾滴而获得产品的一种干燥方

蒸气而除去，从而获得干燥的制品。

法。原料液可以是溶液、乳浊液、悬浮液，

第二，冻干是一种使物料在低温低压

也可以是熔融液或膏糊液。干粉产品根据需

下脱水的干燥工艺，与其他干燥方法相比，

要可制成粉状、颗粒状、空心球或团粒状。

具有药品不变质、易长期储存、药剂定量准

喷雾干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干燥速

确、脱水彻底、易复水再生、易进行无菌操

度快，时间短（3～10s），特别适合热敏

作、有利于热敏性药物保持活性、挥发成分

性物料的干燥，能避免干燥过程中造成粉尘

损失少等优点；但也存在设备要求高、投资

飞扬，可由液体直接得到干燥产品，无需蒸

大、干燥速率低、时间长、能耗高、产品成

发、结晶、固液机械分离等操作，产品具有

本高等缺点。

良好的分散性和溶解性。不经过粉碎也可以

（3）微波干燥。微波加热是一种辐射

在溶剂中迅速溶解，生产过程简单，操作

加热，由微波直接与物料发生作用，使物料

方便。

内外同时加热，无需通过对流或传导来传递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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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故干燥速度快、周期短、效率高、能

干燥400～500kg水丸需20h左右，如果采用

耗低，与常规干燥技术相比工效可提高4倍

微波干燥，仅需1h。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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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干燥较均匀，产品质量好。因微

微波干燥的干燥温度低、时间短，已

波能直接为水所吸收，物料内部和表面的水

经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工、医药、轻工、纺

分能同时获得微波而被加热，故加热均匀，

织、陶瓷、木材、工业方面，在中药生产中

干燥时间短，不影响物料的分子结构及色、

如药材饮片、制丸、颗粒浸膏等方面正在推

香、味，而用热空气干燥只能调节物料表面

广应用。

的温度和湿度，相比之下，微波高频电场对

微波干燥的基本原理：基于介质在高频

物料的穿透性强，物料的各部位同时加热，

电磁场中被加热的原理，微波在几千兆赫的

物料内外同时升温而达到均匀干燥的目的，

高频电磁场中，以周期每秒几十亿次的频率

不会出现传导干燥外表面过热、内部欠热致

摆动，电场正负频繁交换变化。水是极性很

使外焦里湿、结块影响产品质量的现象。对

强的极性介质，其极性也随电场磁性变化而

于含水的药材、中间产品、药品，微波突显

变更，相互磨擦产生高热，使水分不断蒸发

其特性，不仅干燥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对

并连续除去，达到干燥的目的。此外，细菌

于丸剂产品，其质量则水丸＞水蜜丸＞蜜

是由蛋白质与水分构成的，随着水被加热温

丸。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微波快速干燥时，

度升高、蛋白被凝固，细菌则被杀灭，起到

形成丸药内部蒸汽的压力差，内部的蒸汽压

了灭菌作用。

大于外表的蒸汽压，对丸药产生一定的膨化

微波加热干燥的特点：其一，干燥速

作用，有利于加快丸药的溶散速度，一般丸

度快。微波干燥所需热能是由电磁能转换，

剂在1h内完全崩解。传统上，干燥阿胶需20

不像传统加热需要预热，它在通电的瞬间便

天，而用微波只需7天，而且对阿胶有一定膨

产生热量，不存在热阻，热量首先产自湿物

化作用，更有利于人体吸收。

料的内部，热传导方向与湿分子传导方向一

其三，具有选择性加热、干燥温度低、

致，水分从物料中心向周边扩散，路程仅

产品纯度高、灭菌效果好。物料微波场所吸收

为传导加热的1/2，大大地提高了物料的干

的功率与介质的损耗因素成正比，因而，利

燥速度，缩短了干燥时间。这是由于在相同

用此特性选择适当的频率，专门对此进行加

的内部湿度下，微波干燥的热扩散使物料内

热干燥，可以提高干燥效率。在微波加热干

部的湿扩散加快，保持表面的湿度高于内部

燥中，不同物质吸收微波的能力不同，其中

湿度。以蒸汽、电为热源的热空气干燥时，

含水分对微波有更强吸收能力，故微波加热

由于内部扩散的阻力，物料表面比物料内部

干燥对含水物料尤其有利。含水物料因吸收

干得快，物料表面形成一层膜，阻碍水分蒸

更多能量而水分迅速汽化，固体物料因吸收

发，降低了干燥的速度，使物料表面的湿度

微波能力小，温度不会升高，避免物料过热

从初始即接近平衡湿度。例如，将含水从

炭化，具有自动平衡能力，所以，产品含水

80%烘干降至含水20%，用热空气干燥需

均匀，药物成分可得到有效保护，表面不结

20h，而用微波干燥只需2h左右；若用烘房

壳、皱皮或开裂，同时具有灭菌杀虫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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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单位产品能耗少、热效率高、收

略高于空调室温2℃～3℃，工作环境良好。

率高、成本低。由于热能直接产生于湿物料

基于上述优点，微波用于含水物料的干

的内部，微波加热设备本身不耗热，设备与

燥尤其有利，利用微波技术可以对中药材原

物料无需预热也无余热，加热和停止加热均

料、颗粒、片剂、丸剂以及粉粒制剂等进行

在瞬间实现，故加热时间短，能量利用率在

脱水干燥、杀虫防腐、灭菌等加工处理，不

80%以上，因此，能耗低。常规的蒸汽加热

仅干燥速度快，而且可提高产品质量，方便

或电加热的热效率仅有30%左右，若加上周

药物的存储与保管。

期长等因素，能源是很大的浪费。如用电热
干燥某物料耗电100kW，而用微波干燥同等
数量、相同湿度的物料，耗电20kW即可达
到同样干燥程度。微波能耗只占传统蒸汽烘
箱能耗的1/3；同时，有效成分破坏少、中间
损耗也少，所得收率高。因为收率高、能耗
少、生产周期短，成本自然降低。

微波在传输过程中遇到不同材料会产
生反射、穿透和吸收现象。何种现象为主
取决于材料本身的几个主要特性：介电常
数（εγ ）、介电损耗角正切（即称介质损耗
角）、比热容、形状含水量等，在微波干燥
设备设计、加工、防护上应用其反射、穿
透、吸收三大特性，设计加工的材料可分为

其五，操作基本简便，可实现自动化

导体、绝缘体、介质等几种。金属材料基本

程控。生产中的相关数据如温度、时间、含

不吸收微波而具有传导、反射作用，金属导

水量、压力、转速等参数可以输入编程控制

线常用于传导电流或微波传输，其板材可制

器，由计算机进行调控，并在显示屏中显

成波导、谐振腔、护箱，金属丝可做防微波

示；同时，可设超限、事故显示与报警，既

泄露的屏蔽网；常用金属有铜、银、铝、不

方便又安全。微波加热干燥不论是箱式微波

锈钢等。绝缘体的材料有玻璃、陶瓷、无毒

干燥机、箱式微波真空干燥机，还是连续微

塑料（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用其制成内

波真空干燥机、微波真空冷冻干燥机、滚桶

部旋转支架、干燥盘、传送带、容器、包装

式微波干燥机，都可应用程控，简化操作程

袋等；绝缘体材料可较少部分吸收、少反射

序，采用自动化操作，尤其隧道式及连续微

微波并能更多被穿透，可最大限度减少微波

波真空干燥机可实现连续化生产，既大大降

能的损耗。正确确定被干燥介质对微波能的

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可方

吸收能力是利用微波能的关键，这不仅关系

便操作与生产管理。

到能耗，也影响产品的质量。此介质材料又

其六，环境良好、减轻污染。由于热源

被称为“介电材料”，其性能介于导体与绝

是由电能转化，不像蒸汽会有跑、冒、滴、

缘体之间，以吸收微波能为主，也略有反射

漏，干燥温度一般为70℃～80℃，而传统的

与穿透性能，以含有极性溶剂（尤其是水）

蒸汽或电热干燥，其温度高达上百度，靠热

的介质材料吸收微波能力最强，它把微波能

风传递热量，设备既吸热又散热，加热速度

转换为热能，以促进水蒸汽蒸发，达到驱

慢、时间长。加热完成出料以后，设备的余

水干燥的目的。应当注意的是：谐振腔内切

热物料带出的热量释放于空间，使干燥室内

忌金属物质存在，由于它会反射微波而产

闷热难忍。微波干燥室环境温度基本稳定，

生驻波，发出火花，轻者损坏设备，重者若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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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有有机溶剂气体存在则有发生爆炸的

产品。

危险。

是微波技术与真空技术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技

三 工艺与装备是中药向现代化腾
飞的双翅，缺一不可

术，它兼备真空与微波干燥的一系列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药工业有了快速的发

这一技术非常适合忌氧的产品及各种热敏性

展，装备也有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中

物质的干燥。在常规真空干燥中，在真空条

药行业的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导致许多能

件下，对流传热难以进行，只有依靠热传导

耗高、物耗大、质量差的老工艺技术仍然占

的方式给物料提供热能，干燥速度缓慢、干

据主要生产过程，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

燥周期长、效率低、能耗高，并且温度难以

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工艺与

控制。将微波技术与真空技术结合起来，使

装备开放发展不同步，致使工艺科研成果不

干燥过程既具有高效率又具有低压隔绝空气

能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这是科研经费的巨大

的特点，在工业生产中，有些药品如抗生

浪费，是国家的经济损失。《中医药创新

素、中成药、生物制品、营养保健食品、贵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

重药材（人参、鹿茸、灵芝等）采用真空微

“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推进中药工业数

波干燥对物料中热敏性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

具有极高的保存率，一般可达90%～95%，

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

成品品质间接达到了冻干产品指标，其主要

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提

原因是真空微波干燥的时间较冻干周期大大

升中药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逐步形成大

缩短。此外，对于植物浸膏采用真空微波干

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开发

燥也十分合适。植物浸膏的物料性状黏稠，

一批中药制造机械与设备，提高中药制造业

常压干燥不仅干燥时间长，而且容易暴沸溢

技术水平与规模效益”。工艺与装备是相辅

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通常80℃～90℃干

相成的关系。产品开发离不开工艺技术，开

燥需12～16h，而真空微波干燥则只需45分

发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服务于民生；技术研

钟至1小时，干燥温度为60℃～70℃。此工

发是为了改进工艺，工艺改革是为了提高质

艺设备适用于热敏性的抗菌素产品和具有生

量、降低成本，有利于百姓。所谓先进技术

物活性的生物产品干燥，对于糕点制品、高

应该采用节能、减排、降耗、功效优质和价

营养成分的保健食品也十分适用，既可干燥

廉的工艺，装备技术也应该体现这一目标，

又能灭菌，有效地延长了药品的有效期和食

并且具有较高性价比。装备不仅要体现工艺

品的保质期。

参数要求，而且应该是经过验证或修正的参

（4）真空微波干燥。真空微波干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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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微波干燥的特点：其一，介质对

数，因为实验室的试验数据是以克为单位，

微波的选择性吸收，干燥温度低，温度较均

生产装备则以公斤或吨为单位。玻璃三径瓶

匀，易于控制。其二，干燥温度低、产品质

与金属或非金属大型容器有巨大差别，一些

量高。其三，正确理解应用微波的三大特

工艺参数的修正是必然的，成熟的装备往往

性，可合理选择加工材料与相适应的干燥

需要经过从小型到中型、大型模拟放大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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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的综合应用和药物分析技术的进步，

（一）加快提取（浸提）装置的研发，
提高节能降耗效果

中药提取、纯化、精制和干燥工艺有较大的

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落后，

提高，尤其是单方品种、单一组分的提取纯

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装备，中药生产

化尤为突出，但在生产上应用不多，转化为

装备落后尤其体现在提取工艺设备上，所

生产力、实现产业化的也不多。究其原因，

以，在改变传统工艺的同时，也应研制相应

主要是产品研发与装备开发脱节。药品的任

配套装备。众多的科研成果证明，有些工艺

何研究成果应体现在是否有生产上的应用价

可以利用原有装备改变工艺条件进行改进，

值，而检验其应用价值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产

但有些成果应根据新工艺条件设计新的装备

业化和规模化的可能性。产业化需要考虑原

来进行验证，没有可以实现产业化的装备与

材料来源及价格、消耗定额、回收利用等；

之配套，其成果将成为空谈。提取的六种新

产品质量需要考虑含量、纯度、疗效、毒副

工艺技术中，前三种基本上仍然沿用传统的

作用等；环境污染低，在生产过程中难免有

热回流提取装置，只是根据药材的前处理或

废气、废液、废固产生，需要有配套的处理

浸提液pH值的不同及所加辅料（酶）工艺要

方案。成本低廉体现在原材料、能源消耗

求有所区别；但后三种工艺设备及生产流程

低，人工费用低。此外，目前绝大多数中药

则全然不同。

实验。近五年来，随着多学科技术在新产品

生产企业明明知道常用的经典工艺、设备能
源消耗高、药材损耗多、产品质量差，但苦
于国内新装备工程化的速度缓慢，即使有些

1. 超临界流体提取的流程与主要设备

刚开发成功的装备推出，也由于种种原因导

超临界流体提取是将欲进行提取分离

致对采用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顾虑重重。

的混合物装入提取器中，排除所有杂质气

我国也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先进装备，但因为

体后，注入超临界流体，使其在压缩机驱

对性能参数不熟悉，使用中遇到了不少问

动下，在提取器和分离器之间循环。提取

题。其实，在装备技术上，国内外的差距正

器顶部离开的溶有提取物质的高压气体经

在缩小，国内设备的价格往往只有进口设备

节流阀节流，使其降压将溶质析出，并进入

的1/3至1/2，而且在技术培训和备件供应或

分离器，使溶质自底部排出，超临界流体则

故障排除方面国内企业具有优势。关键还是

进入压缩机，经压缩机后进入提取器循环

对新技术、新装备的优点宣传不够，主管单

使用。

位或企业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入，因此，加

我 国 已 有 超 临 界 C O 2提 取 装 置 定 型 产

强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宣传力度，

品，有多种规格可供选用。该装置主要由

更重要的是主管领导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善

提取釜、分离器、精馏柱、CO 2高压泵、副

于学习接受新观念、接受新技术，支持新技

泵、制冷系统、CO 2储罐、换热系统以及流

术的推广应用，摆脱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

量计、温度和压力控制系统等组成。超临界

程化技术落后，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

CO 2（简称“SCF-CO 2”）极性小，适用

装备的被动局面。

于非极性或极性小的化合物提取，对于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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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溶解度很低，常加入携带剂，使其在

旋推进式和釜罐搅拌式。按生产方式划分，

改善和维持选择性的同时提高待提取成分的

管道流动式、管道螺旋推进式均为连续式，

溶解度，从而增强提取效果。

釜罐搅拌式则为间歇式。连续式有利于实现
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微波管道连续提取的

2. 超声波辅助提取的流程与主要设备
超声波辅助提取是将粉碎至一定细度的
药材与定量溶剂加入装有超声换能器的容器
中，在特定频率、声强及一定时间作用下达
到提取有效组分的目的。超声提取一般包括
如下步骤：将药材粉碎至一定细度以便超声
波渗透到物料内部，将其与适量的溶剂混合
并置于超声设备里，启动换能器接受一定时
间超声能作用，分离药渣得提取液，根据纯
度要求进一步分离纯化。国内可以用于生产
的主体设备有间歇釜罐式超声提取机和外置
式连续逆流超声提取机（渗漉式）。前者可
分为换能器内置的釜罐式超声提取机、换能
器外置的釜罐式超声提取机和两种换能器组
合置式的釜罐式超声提取机；后者可分为管
道式内置螺旋带式搅拌和外置换能器组合的
连续式超声波提取机，药渣则可以经挤压与
药液进行分离。

步骤为：将药材粉碎至一定细度以便微波
穿透到物料内部，将其与适量的溶剂混合并
置于浸泡设备里使其软化（可常温或加热温
浸），启动转子泵，按规定流速泵入微波辐
射腔，启动微波控制器接受规定时间微波能
辐射，分离药渣得提取液；根据纯度要求进
行进一步分离纯化。据悉，该装置采用变频
调速，温度、流量、液位传感技术，PL控
制系统，微波安全屏蔽等，使微波泄漏量大
大低于5mW/cm 2 。几种微波装备相比较，
釜罐搅拌式操作方式仍然与热回流基本相
同，提取效率提高不显著，能耗为几种微波
提取装备中最大的，劳动强度较大。渗漉微
波提取可以连续化生产，能耗仅次于釜罐搅
拌式，但占地面积大。微波管道连续提取可
以实现产业化、连续化、规模化生产，生产
过程可以全程实现程序化、自动化操作，劳
动强度小，安全可靠，能耗低，效率高，费
用低。

目前，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超声波的
噪音污染比较严重，能耗虽然比传统方法有
所降低，但降低的空间不是很大。

3. 微波辅助提取的流程与主要设备

机械杂质的分离常用丝网孔板、板
框、离心、挤压、滤芯（金属、非金属烧结

微波辅助提取是将粉碎至一定细度的

管）、超速离心机、折叠滤芯等经典过滤设

药材与定量溶剂加入装有微波辐射器的容器

备，此外，萃取、浓缩是最常用的液—液分

或浸泡灌中，前者在特定微波频率及一定时

离手段。对于不同成分的分离，常规上采用

间作用下，后者则将浸泡液定量泵入特定微

离子交换树脂柱进行吸附、解吸，目前效果

波频率进行辐射，分别达到提取有效组分的

比较显著的是应用大孔径树脂设备。除此以

目的。

外，膜分离技术在中药纯化方面的应用日趋

微波提取装置有管道流动式、管道螺

30

（二）应用新的分离与纯化技术，提高
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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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液分离装备
中药提取有大量的药渣需要从提取液中
分离，传统上通过提取罐底盖孔板上的丝网
截留药渣或者逆流渗漉提取带式螺旋推进器
终端将药渣挤压，近来有人采用动态提取则
利用离心机进行分离，连续提取可选用连续
卸料离心机、蝶式离心机、管式离心机以达
到不同的过滤精度要求。如果滤渣量较大，
有的采用板框过滤方式。上述过滤方式系粗
滤，为避免浓缩在列管上结垢，一般在粗滤
后再采用精滤，其设备一般选用不同精度的
滤芯（金属、非金属烧结管）再次过滤。如
果用于注射剂提取液，需要再经微孔滤膜过
滤以达到滤除机械杂质、微生物和热原的
目的。

去大多用在纯水制备、废气和废水处理上，
近20年来应用领域扩大到中药有效成分的提
纯方面，近十年来，尤其大孔径树脂应用于
黄酮类化合物的纯化效果特别显著。吸附过
程大致可分变温吸附、变压吸附和变浓度吸
附。如何应用离子交换树脂进行提纯关键在
于吸附剂的选择。对于变温吸附，需要考虑
吸附床结构及流体流向；对于变压吸附，需
要注意程控阀的质量，并合理设计吸附器，
计算机控制系统等至关重要。
大孔径树脂理化性质稳定，通常不溶
于水和有机溶媒，但会由吸收而膨胀，在室
温下对稀酸、稀碱稳定。其操作流程如下：
树脂预处理（分离杂质提高洁净度、吸附能
力和安全性）→湿法上样（保护树脂，提高
分离效果）→洗脱（选择洗脱液及浓度，控

2. 液—液分离和纯化设备
液—液分离通常采用加热浓缩或萃取
使其实现相转移的方法，加热浓缩是通过加
热将提取液浓缩至一定密度，以便于后续的
纯化。浓缩最早采用常压，但时间长受热
分解破坏严重。后来，改为减压浓缩，此
设备有真空浓缩灌、外循环浓缩器、薄膜
浓缩、多效浓缩器，目前应用最多的是一
效、二效、三效外循环加热真空浓缩器，其
缺点是能耗大，热敏性成分易分解。萃取有
经典的醇（水）沉工艺，通过控制不同杂质
在不同浓度醇中的溶解度分离不同成分的杂
质。此外，利用不同相的不同溶解度，有的
还采用有机溶剂进行萃取，以达到分离的
效果。

3. 有效成分分离纯化设备
（1）离子交换法柱。离子交换树脂过

制洗脱液流速）→再生（反复水洗，再分别
用5%HCl和2%NaOH洗涤，随后再水洗至
中性）。
（2）主要膜分离技术装备在有关行业
分离纯化中的应用。随着人们对膜分离技术
研究的深化，膜分离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
不同种类、功能、驱动力及被截留与透过物
质的选择性不同，其应用范围也有区别（见
表2）。
膜分离技术在相关行业的应用包括医
药行业：中药提取液、抗菌素发酵的分离与
浓缩；化工行业：荧光增白剂的脱盐纯化、
可溶性化学物质的分离提纯；环保行业：高
COD含量废水的处理、印染废水的回收处
理、电镀废水处理、大豆乳清废水处理。以
下列举两种最常用的膜供大家参考。
第一，超滤膜（Ultrafiltration，
UF）。超滤膜多为不对称结构，由一层
极薄、具有一定尺寸孔径的表皮层和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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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离膜种类、功能及其应用

膜的种类

膜的功能

分离驱动力

微滤

多孔膜、溶液的微滤、脱微粒子

压力差

水、溶剂和溶解物

悬浮物、细菌类、微粒子

超滤

脱除溶液中的胶体、各类大分子

压力差

溶剂、离子和小分子

蛋白质、各类酶、细菌、病
毒、乳胶、微粒子

压力差

水、溶剂

无机盐、糖类、氨基酸、
BOD、COD等

脱除溶液中的盐类及低分子物

浓度差

离子、低分子物、酸、碱

无机盐、糖类、氨基酸、
BOD、COD等

脱除溶液中的离子

电位差

离子

无机、有机离子

渗透气化

溶液中的低分子及溶剂间的分离

压力差
浓度差

蒸汽

液体、无机盐、乙醇溶液

气体分离

气体、气体与蒸汽分离

浓度差

易透过气体

不易透过气体

反渗透和纳滤 脱除溶液中的盐类及低分子物

透析

电渗析

32

透过物质

被截留物质

较厚、具有海绵状或脂状结构的多孔层组

源，氨基酸的去热源，疫苗、多糖的纯化、

成。前者起分离作用，后者起支撑作用。

浓缩，药物的纯化、浓缩等；食品饮料行业

超滤膜的截留分子量范围一般为0.1万～50

涉及大豆蛋白多肽的纯化，果汁、蔬菜汁、

万道尔顿，其分离机理主要为“筛分”理

芦荟原液的澄清，牛奶的分离与纯化，功能

论，即超滤膜表面具有无数细小的微孔，

茶饮料的纯化等；化工行业涉及可溶性化学

这些不同孔径的孔眼像筛子一样，截留分

物质的分离提纯；环保行业涉及高COD含量

子直径大于孔径的溶质和颗粒，从而达到

废水的处理，电镀废水处理，大豆乳清废水

分离的目的。理想的超滤膜分离是筛分过

处理。

程，即在压力作用下，原料液中的溶剂和

第二，微滤膜（Microfiltration，

小的溶质粒子从高压料液侧透过膜到低压

MF）。微滤是一种与常规的粗滤十分相

侧。溶液中的大分子、胶体、蛋白质、细

似的膜滤过程，微滤膜孔径范围为0.05～

菌、微粒等则被超滤膜截留而作为浓缩液

10μm，从而使过滤从一般只有比较粗糙的

回收。

相对性质过渡到精密的绝对性质，因此，其

超滤膜的应用包括生物医药行业，涉

又被称为“精过滤”。微滤膜主要应用于除

及生物发酵液的澄清、去蛋白，酶制剂的精

菌过滤及高精度如纳滤、反渗透、超滤前的

制、浓缩，中药提取液的澄清去杂、除热

预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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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滤膜的基本原理：属于筛网状过滤，
在静压差作用下，小于膜孔的粒子通过滤
膜，大于膜孔的离子则被截留到膜面上，使
大小不同的组分得以分离，操作压力为0.7～
7bar，除此以外，还有膜表面层的吸附截留
和架桥截留，以及膜内部的网络中截留。

四

结语
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自己的中药产品却质量差、成本居高不下、

中关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医药出口主要以药材与

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中药提取物为主，这意味着我们消耗药材资

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源，付出高污染、高能耗的代价换取初级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

取物，却被日韩等国家加工成高质量、高价

途和命运。”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格的制剂返销中国，甚至老祖宗留下的宝贵

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

处方也让某些不肖子孙为蝇头小利而出卖。

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

因此，只有改革一些阻碍创新的陈规陋习，

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

提高干部与群众的创新意识，尤其主管部门

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国际上的竞争

领导创新观念，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态进行

催生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许多国

创新、支持创新，中药行业才能摆脱落后局

家都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

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

层面来部署。《“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药局、中药行业、制药装备行业作为行业的

划》明确指出：“从整个创新链条出发，涵

一份子责无旁贷，应以推动行业创新为己

盖从研究开发一直到产业化的全过程……创

任，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为

新是把技术和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财富

动力，积极投身改革创新的时代洪流中，为

的过程。”中药企业年年在喊：“提取物生

改变我国中药工业的落后面貌尽自己的一份

产的热回流、蒸汽加热浓缩、醇沉能耗高、

微薄之力。

污染大、物耗多，成本居高不下”，这不仅
是国家、企业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也是国
家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众所周知，墨守成
规、因循守旧便没有出路，只有改革创新才
能闯出一条生路。目前，我们守着浩瀚医方
典籍不能充分应用，而中医药宝贵的秘方、
偏方经常外流；我们拥有的宝贵药材资源大
量出口换取国外高质量的“汉药”，而我们

作者简介
郭维图（1937—），男，福建泉州人，原山西医
药规划设计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为医药工程设计、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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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S技术的相关验证
■■ 杨春文、雷

勋、徐庆伍

摘要： BFS技术在中国应用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其中验证实施的不到
位是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首先对中国GMP（2010年版）有关验证的
内容进行了简要解读；对如何做好BFS灌装线的确认与验证工作进行
了总体分析，并给出了BFS工艺线的验证方法及BFS灌装工序验证
的具体内容。此外，本文还对BFS验证的记录、数据统计、标准制定
的作用与制作方法进行了分析与介绍。
关键词： 法规；BFS技术；无菌工艺；确认验证；质量与成本

中国现有BFS装备近百套，其生产线情
况：部分运行较好，部分断续运行，部分处
于停用状态，大约各占1/3。其中，验证不
到位是BFS工艺线不能稳定运行的主要原因
之一。而验证与日后的生产不能关联，即相
互“脱节”，是当前中国BFS技术验证的主
要问题。“脱节”的原因：可能是验证时间
紧迫；但更主要的是对BFS技术的验证无从
下手，有些茫然。“脱节”的后果：数据造
假（编造文件），生产线运行不正常。本文
将从不同的层面，讲述BFS技术的相关验证
实施。

定，应当建立确认与验证的文件和记录，并能
以文件和记录证明达到以下预定的目标：
（一）设计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
设备的设计符合预定用途和本规范要求；
（二）安装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
设备的建造和安装符合设计标准；
（三）运行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
设备的运行符合设计标准；
（四）性能确认应当证明厂房、设施、
设备在正常操作方法和工艺条件下能够持续
符合标准；
（五）工艺验证应当证明一个生产工艺

一

法规解读与实施关注点

（一）制药工艺的确认与验证规定
中国GMP（2010年版）第一百四十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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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的工艺参数能够持续生产出符合预
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产品。

（二）法规的解读
就上述内容，针对生产线的简要解读

Verification, Detection &
Monitoring

如下：
第一，确认和验证应有文件与记录，其
中包括计划、方案、标准、规程、记录等。
尤其是方案，直接影响验证效果。

是总目标的确立与实施不到位，一定要进行
与未来生产一致的真验证。
“蒲公英——现代制药技术传播者”论
坛上，有一个关于是否做过假记录的投票，

第二，设计确认，即DQ。按照URS等

共有898人参加，其结果为：偶尔做假记录

内容，由设计人员、专业人士、企业负责人

的，占38.20%（343人投票）；经常做假记

参与设计审核确认。结果应符合使用用途，

录的，占55.35%（497人投票）；从来没做

并符合设计规范；关键项目要有风险评估及

过假记录的，占6.46%（58人投票）。

应对措施。

（2）具体目标：满足工艺标准，并找出

第三，安装确认，即IQ。需要按照合同

与之相对应的运行参数，再进一步优化，从

与设计确认内容等进行购买装备清单、图纸

而实现运行参数与工艺标准紧密关联，确保

资料的检查，并按安装图安装、确认。

重现性，其中的关键指标包括成型状况、无

第四，运行确认，即OQ。试车，确认
装备动作的准确性、可靠性、单机性能良

菌保证性、不溶性微粒控制等，“一个都不
能少”。

好。
第五，性能确认，即PQ。依据生产模式

2. 验证实施的总体要求

进行系统性检查确认或模拟生产。对于BFS

（1）具有专业性：参与验证的人中要有

灌装线，全线同时确认为宜（这是根据作者

懂法规、懂BFS技术、懂预验证项目的生产

多年经验的总结）。

工艺的人。

第六，工艺验证，即PV。对工艺与产品
的试车活动即实药生产验证。

（三）BFS技术工艺验证的关注点
1. 目标明确
（1）总目标：确保BFS药品生产线实
现稳定、可靠、经济运行。

（2）具有针对性：针对本生产工艺线、
本台BFS设备。不同供应商生产的BFS技术
差别很大。即使是模具往复式运行方式，也
有4种以上的结构形式。即使同一家供应商的
BFS设备，也存在如下区别：旋转式与非旋
转式；单工位与双工位；黑白分区的与非黑
白分区的。所以，无论是车间设计、工艺验
证、生产运行，还是检测的操作，都有一定

验证不仅要关注注册通过及GMP认证通

的区别。“验证模版”可以参考，但完全照

过，更重要的是保证验证后的生产线可正常

搬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根据不同的设备特性

稳定运行。验证与日后生产运行“两张皮”

制定相应的验证方案。

的做法，对类似于BFS技术这样复杂、自动

（3）风险评估：结合风险评估，实施相

化程度高的装备（或生产线）是行不通的。

关的确认与验证。找出BFS药品工艺线的关

一些制药企业的BFS生产线虽通过了注册、

键点，找出BFS工序的关键点，进行重点风

GMP，但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其主要原因就

险评估、重点确认与验证。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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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FS技术的验证方法

艺线”的异同。

（一）向用户要求（URS）要依据

2. 不同灌装技术的输液工艺对照
通过图3可比较“玻璃瓶输液灌装工艺”

图1较清楚地描述了产品工艺与URS内

与“BFS技术输液灌装工艺”的异同。

容（装备性能等）的关系；同时也表达了IQ
（安装确认）、OQ（运行确认）、PQ（性

3. 不同产品工艺、制造技术的设计与验证
关注点

能确认）与工艺验证、设计、URS的关系。

（二）根据工艺与技术的特点确定验证■
方案

表1列举了不同（液体制剂）产品工艺、
技术的设计与验证关注点，通过对照，找出
适应待验证产品工艺的内容，写入方案。

结合工艺、技术、GMP等相应法规，制
定出可行的验证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装备系统单元的确认
1. 不同类型无菌工艺对照

BFS装备系统多，很复杂。一些企业抱

通过图2的流程1与流程2可比较出“非

怨“验证无从下手”，可以考虑将整个系统

终端灭菌产品工艺线”与“终端灭菌产品工

拆分成单元后进行确认。一种方法是按功能

工艺验证

生产工艺和产品技术规格

性能确认

性能要求

用户要求

设计文件

运行要求

运行确认
相关确认
安装确认

安装要求

系统

工作流程
两者关系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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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系统的验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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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技术无菌工艺关键点对照

无菌制剂
项目

BFS技术

灌装环境（下限标准）

关键装备
设施

备注

一般灌装技术

终端灭菌

非终端灭菌

终端灭菌

非终端灭菌

D级

C级

C+A

B+A

非无菌制剂：
D级

配液系统

可考虑与灌装机 应考虑与灌装机一 可考虑与灌装机 应考虑与灌装
一体化控制
体化控制
一体化控制
机一体化控制

除菌过滤
(《药品GMP指
南》无菌药品
P229)

除菌过滤效
除菌过滤效果，在
建议：在线完整 果，在线完整
建议：在线完整
线完整性试验，相
性试验，相容性 性试验，相容
性试验，相容性
容性：考虑冗余过
性：考虑冗余
验证
验证
滤
过滤

建议：对非终端
过滤工艺设在线
完整性试验、颗
粒计数、微生物
取样等

产品灭菌

优先混合蒸汽灭
菌柜

关注：产品稳
定、瓶体变形，
F0值范围

灯检岗位

55%透光率，气 55%透光率，
55%透光率，气
55%透光率，气泡
泡影响，瓶形的 气泡影响，瓶
泡影响，瓶形的
影响，瓶形的考虑
形的考虑
考虑
考虑

优先混合蒸汽灭
菌柜

关注：检测时，
检漏
采用熔封工艺的 采用熔封工艺的瓶 采用熔封工艺的 采用熔封工艺 注意瓶子变形问
（据产品定设备） 瓶瓶检测
瓶检测
瓶瓶检测
的瓶瓶检测 题；可能对产品
贴签
注意瓶体变形
注意瓶体变形
注意瓶体变形 注意瓶体变形 产生的不良影响
物料存放及传递

颗粒存放；废料 颗粒存放；废料传 瓶子与胶塞的
传出
出
存、洗、传递

原料
（除菌）过滤前
关键指标

验证部分
项目

有微生物负荷
要求

有微生物负荷要求
（根据工艺，批
10CFU/100ml
量考虑）

瓶子与胶塞的
存、洗、传递

作者认为：非终
10CFU/100ml 端灭菌产品，有
热处理工艺非常
低于：
-6
有益。F0值能到
SAL10
100CFU/100ml
达2，意义也很
溶解～灌装 大

灌装品

低于：
100CFU/100ml

SAL10-6

时限要求

溶解～灭菌结束

溶解～灌装（热处
溶解～灭菌结束 （热处理）结
理）结束
束

黑白分区
（穿越）

焊盖、过滤器位置；操作、压差等
措施，约10条

移动罐

连接前的密封性，连接后的C/SIP

产品过滤芯

截留；相容性等 截留；相容性等

OQ\PQ\整线
关联进行

●

培养基

截留；相容性等

截留；相容
性等

●
●

目前中国的法规，
输液不适合非终
端灭菌工艺

●

清洁验证

●

●

●

●

微生物、内毒素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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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专业性进行拆分后确认

进行拆分确认；另一种是按专业性进行拆分
确认。

除了按功能进行拆分外，还可以按不同
的专业进行拆分。

1. 按功能进行拆分后确认

◆ 电气与控制

BFS主要部位与功能如表2所示。

电气：电压范围、频率、容量、绝缘。

流程1. 非终端灭菌产品工艺线
领料

称量

配制

过滤+ 灌装（BFS）

入库

外包装

称重

贴签

检漏

（热处理）

灯检

流程2. 终端灭菌产品工艺线
领料

入库

图2

称量

配制

过滤+ 灌装（BFS）

称重

外包装

贴签

检漏

焊盖

灭菌

灯检

不同类型无菌工艺对照

玻璃瓶输液灌装工艺
瓶

灌装药液

清洗、灭菌

橡胶塞

清洗、灭菌

加塞

压盖

组合盖

BFS技术输液灌装工艺

塑料颗粒

容器成型、装药液、容器密封

焊盖

组合盖

图3 不同灌装技术的输液工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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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BFS主要部位与功能

功能部位

相应的功能

塑料输送与挤出

无菌吹塑 ，塑料颗粒变为无菌型胚

缓冲罐至针头等路径

无菌、成型、装量控制（压力、时间）

风淋箱系统（灌装单元）

A级下进行灌装——药液灌入容器

模具

成型、（灌装）、封口

自动控制系统

参数设定、监控运行、信息收集、存储打印

其他系统

边角剔除、容器传递、切分等

外围设施

上下游接设备口、与公用工程系统连接

压缩空气：用于型胚支撑、吹塑成型，

控制：过程适合工艺，动作正确可靠。
报警功能可靠、警示清楚。

注意无油、无菌、压力、密封性。

◆ 机械
固定件：材料、加工、安装位置符合规
范；安装调整方便。
非固定件：材料、加工、动作符合要

真空系统：容器固定（成型）、残液吸
收。
PS（纯蒸汽）：温度、压力、密封性。

求；方向正确、灵活可靠性；密封性良好。
◆ 流体类
三部分液体
无菌系统：根据PID图确认相关路径、
流向、范围、压力、流量、热分布等，其中

（四）整个装备系统的确认与验证
各功能部分、各个专业系统安装及动作
正常，整个装备确认无误后可对整机、整线
进行以下内容确认与验证。

包括药液路径、C/SIP 路径。图4为某机型

◆ 容器

BFS系统的送液灌装路径、C/SIP路径的状

成型状况（外观）、壁厚（阻隔性、热

态与控制等。
外围系统：冷却水路径、水质、密封、
温度稳定性。
液压系统：组成包括油箱、油泵、管

穿透、透光率）、空重、泄漏、焊接强度或
旋盖力矩。
◆ 工艺检查
在线抽样数量、间隔、项目、方法。

路、控制器件、仪表、执行机构等，需确认

◆ 产品

其压力、密封、运行效果。

质量：含量、pH值、装量、无菌（微生

四个气流
环境空气：A级标准、气流方向、背景
环境。

物限度）、不溶性微粒等。
其他：产能稳定性、收率、物料平衡；
相关用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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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4 BFS系统的送液灌装路径、C/SIP路径的状态与控制
注：（a）BFS生产状态的PID图，黄色线为药液路径：经产品过滤，进入缓冲罐，
流向针头；通过时间压力法进行灌装。（b）BFS在线清洗状态的PID图，蓝色线
为生产用水冲洗路径：较供液路径范围大。（c）BFS在线灭菌状态，红色为PS路
径：较冲洗路径范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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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FS技术灌装工艺线部分确认验证项目

          工序
项目

称量

配制

灌装

灭菌

IPC

灯检

检漏

其他

校准

○

○

○

○

○

○

○

○

产品过滤器

●

●

BFS线水灌装

●

●

●

●

●

●

●

均一性

●

○

○

○

●

○

药液存放时限

○

●

●

菌负荷

○

●

●

热穿透、分布

备注

BFS确认的关键项目

●

BI

●

运行精度

●

●

○

培养基

●

●

●

清洗验证

○

●

●

（五）BFS技术灌装工艺线部分验证■
项目
表3展示了BFS技术灌装工艺线验证的
部分内容，以及涉及的工序。参考表3可制

●

非终端产品灭菌工艺用

壁 厚、透光率、成型的参数范围，如
减少壁厚，提高透过率，降低成本
人 员安排、灌装时间、辅助时间、出
勤时间

定相应的验证计划、方案。从中可以看到，
BFS的水灌装涉及的工序最多、最复杂，如
果水灌装做好了，PQ就算做好了，整个BFS
工艺线的一大验证难题便基本解决了。

（六）成本与质量统一考虑
结合成本与质量进行BFS的验证安排，
在实施过程中，对相关数据收集、分析，找

（七）OQ与PQ 同步进行
BFS技术既制瓶又灌封，灌装品（容
器）的质量几乎影响到整个生产线，通过表
3中的水灌装一栏，便可理解。将BFS的OQ
与PQ一同考虑实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若把整条线的OQ与PQ结合起来实施，对于
BFS的验证应是最徍的选择。

出日后生产运行所需的数据。
灌装参数
容器参数
设备运行参数

（八）数据的再利用
从FAT、SAT中提取有用的数据，或考
虑OQ、PQ、SAT同时进行，见实效，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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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此做法已被欧盟认可，但一定要有

正常运转状态的动作确认

可行的、系统的、周密的验证方案。

灌装精度确认
容器成型精度的确认

（九）批记录的准备

C/SIP运转时的动作确认

经验证明，批记录准备得越早越好，哪

SIP（温度分布、干燥状态）确认

怕还不完善。最好在OQ实施时，就进行批记

B.I.挑战试验

录的填写练习，并不断地修正。把批记录作

SIP后正压保持压力的确认

为主线，牵引出相应的文件制定、其他记录

风淋箱内尘埃数的确认

的制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批记录得
到完善，文件记录不易遗漏，人员得到提前

风淋箱内正压的确认

培训。

排烟气能力的确认
物料、中间品进出的确认

三

具体的验证内容与分析

（一）IQ确认的主要内容

环境检测的考虑

（三）PQ的实施

安装尺寸的确认
外观检查

1. 要点
（1） 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的BFS装

机器安装状态的确认
主要部位材质的确认

备、不同生产工艺，制定PQ的方案。

公共设施连接确认

（2）模拟产品，进入试生产状态。

感应器安装位置确认

（3）提出批记录基本稿，并将其作为PQ

配管流向的确认
配管焊接状态的确认
配管部死角6D（3D）以内的确认

记录的一部分。

2. 主要考察项目
直接考察部分：依据相应生产模式，确

配管连接（泄漏）确认
配管坡度确认
配线连接及各部单体动作（输入、
输出）的确认
排水、排气“阻隔”的确认

（二）OQ确认的主要内容
运行参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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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际生产的“灌装流程”， 确定灌装试验
的稳定运行时间。具体讲，有序地考察以下
项目。
（1）设定C/SIP，并确认其运行稳定
性。
（2）确认C/SIP完成后，进入生产状
态是否正常，如程序执行情况、各部位动作
情况。

Verification, Detection &
Monitoring

（3）确认A级环境，可能包括尘埃粒
子、压差、微生物等。
（4）确认放液与回收程序（如果有此

（2）下游，与焊盖设备的适应性、灭菌
设备的适应性、检漏设备的适应性，灯检、
贴签效果。

项）。

（3）容器的透光率、透气性等。

（5）确认成型效果（需预定标准）。

（4）灌装品无菌性或生物负荷。

（6）运行中的调整：成型效果、容器壁

（5）运行成本：药液的利用、颗粒的利

厚与空容器重、液体装量。

用、工时的利用。

（7）运行中的确认：确认相关运行参
数、确认取样次数、与取样量；样品检测

（6）各岗位收率、物料平衡、记录适
应性。

结果。
（8）灌装末端与结束的相关内容确认。

3. 相关标准设定与确认

（9）过滤器的完整性实验。

（1）容器成型标准的设定与确认。

（10）评价整个灌装流程是否按着预定

（2）容器理化指标的确认。

方案进行，并稳定。

（3）装量标准的设定与确认。

（11）有异常，如何应对；效果如何。
间接考察部分：

4. 主要仪器

（1）上游，与配液系统衔接与供应情

（1）微生物取样检测仪器。

况。

（2）标准颗粒计数器，风速、风压仪
器。
（3）标准温度检测仪器。
（4）完整性实验仪器。
（5）壁厚检测仪器。
（6）天平、量筒等。
（7）取样测试用工具、物品。
（8）QC实验室常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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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FS工艺线PQ的现场记录与相关分析

现后的放行。
第四，能够大大地降低验证本身的成

（1）制作一张“水灌装综合参数统计
图表”，这是BFS灌装线验证中非常重要、
非常基础的记录表。表上记录有：瓶子的重
量、壁厚、透光率；有成型好与坏的界限；
有相应的设备运行参数。

本。
第五，将对今后的生产运行发挥降本提
效作用。
第六，现场人员得到培训、提高。

（2）根据工艺与制造流程，水灌装后还
将进行焊盖(旋盖)、灭菌、灯检、检漏、贴
签等岗位的工艺适应试验，最后找出适合日
后生产的工艺标准与设备运行参数。
（3）通过整个BFS灌装线的PQ，最终
会得到：
“容器可加工的范围与成本的控制范
围”和“满足对产品的保护与对产品检测的
要求”的结合区域。这个“区域”就是一条
有上下限的数据带，是今后生产运行需要的
数据带，相关标准中的中心值、警戒值、标
准值就源于这里。
（4）这个项目需要很好的现场组织与安
排。如果安排得当会有如下效果：降低验证
成本，且很明显；得到齐全、可靠的验证数
据；验证报告的制作变得容易。
（5）BFS整线的PQ成功了，工艺线的
PV将变得很简单。

四

结语

参考文献
［1］中国GMP2010年版.
［2］《药品GMP指南》无菌药品.

BFS技术的工艺验证，一定要将技术与
生产工艺结合起来，并具有针对性。如果验
证团队很专业，一定会达到以下效果。
第一，满足GMP认证与产品注册的标
准。

杨春文（1962-），男，北京人，工程师，北京
思坦瑞制药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

第二，验证结果，适应日后的生产需

医药设备工程协会专家组成员，国内BFS技术应
用专家；曾在内外资药企担任工程建设负责人、

求。

生产部门负责人、药厂与设计安装公司的高级技

第三，有利于产品放行，尤其是偏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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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罩包装药品的在线
检测设备发展史
■■ Harald Mätzig
■■ 何震海、朱静国/译

摘要： 本文总结了泡罩包装在线检测设备的发展历史和目前在线检测
设备的发展方向，阐述了每个阶段在线检测设备的特点，并探讨了在
线检测设备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药物在线检测；泡罩包装；3D视觉成像

目前，药品泡罩包装已成为我国片剂、
胶囊和丸剂等固体制剂包装的主流，而且保
持着不断发展的势头。为保证包装质量，泡
罩包装药品的在线检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本文着重介绍泡罩包装药品在线检测技
术在世界上的发展历程，与国内同行分享交
流。
泡罩包装药品的在线检测已经有了数十
年的历史，相应的泡罩包装药品在线检测设
备经历了机械式、光电式和视觉系统三个阶
段。
最初在泡罩包装机上的药品在线检测系
统是机械式的：依靠探针这种电子机械元件
来检测药品在泡罩包装中的缺失，药品的其
他缺陷和参数无法检测。另外，由于这一类

图1 泡罩药品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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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是“接触式”的，这就增加了在检测过

时的计算机还是X286 和 X386），计算机只

程中药品发生二次污染的风险。虽然这类机

能通过合计每一个产品的像素来评估每一张

械式探针检测设备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在当

照片，从而给出药品的检测结果。因此，直

时开启了机械自动化检测的新时代，通过与

到20世纪末电脑技术飞速发展后，评估才由

生产线中的继电器控制，它们有效地提高了

软件来完成。软件评估的优势在于：可以识

药品包装的质量，替代了部分人工去筛选生

别药品的几何形状，这样就能更加精准地判

产线上的药品，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促进了包

断药品是否合格。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硬

装机的发展。

件和软件发展速度稳步提升，检测系统的数

后来出现了整合的照明阵列检测系统，

量和应用程序的发展也在迅速增长。

在背光光照下，药品的缺失同样可以被检测

同时，制药企业对于药品的质量要求随

出来：一个照明单元的光照在透明泡罩上，

着时间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国

如果光线到达对面的接收器，则表明这个泡

家和制药行业的监管体系越加趋于严格的前

眼的药品缺失。这类设备的显著优点在于它

提下，药品在线检测的质量标准也不断地提

的“非接触式”，有效地避免了检测过程中

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能检测药品缺

的二次污染问题。虽然光电式检测机的检测

失的机械式和光电式检测机占据了当时的市

功能还局限在检测药品的缺失方面，但是这

场，此时的检测设备存在着诸如药品污染、

类产品的检测速度和精确度已大幅提高，通

精度不高等缺陷；90年代以后，随着视觉

过电气控制单元可以在出现药品漏装的情况

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视觉检

下及时控制包装生产线，避免药品缺失情况
的发生。
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基于摄
像头的泡罩检测系统得以开发和应用：当
时还没有彩色摄像系统，只有黑白摄像头
可以使用，摄像头的灰度分辨率也不高，
因此，检测的范围集中在药品成像的像
素点是否达标，缺少对不同颜色物体的检
测。之后，很多的照明技术比如闪光管、
荧光管和红外发光二极管都得到了应用。

图2 复合药片

1993年，由德国视勘微公司（scan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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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GmbH）研制开发的第一个彩

测技术成为市场的主导，从药片几何形状、

色检测系统LYNX-ULTRA问世（见图

颜色、双粒和异物的检测，再到高清彩色摄

1），当时的图像分辨率为512 x 256像

像头下对药品外观的微小色差、药品的印字

素。彩色检测系统的出现，标志着泡罩包

检测、透明胶囊的填装量检测，直到精确检

装药品检测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测药品体积的3D药品检测。如今，药品在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计算机技术所限（当

线检测设备进入了个性化定制的新阶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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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不同特点选择最适合
企业的检测设备，检测设备厂家也可以通过
硬件和软件的调整满足制药企业的个性化需
要，如速度、检测精度、包材变化、特殊环
境等。
1999年，视勘微公司开始广泛使用白
光LED照明，这实现了高度均匀和持久的照
明，极大地提升了检测的效果。2008年，
视勘微公司的3D检测机LYNX-SPECTRA
3D开发并引入市场，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
个基于激光和3D技术的药品在线检测系统。
这使得药品在线检测可以深入到如灰色/灰
色（灰色泡罩中的灰色药品）、粉末或者复

图3

3D激光

图4

成型铝箔检测

图5

铝箔热封检测

合药片（见图2）的检测领域。3D激光检测
采用一级激光等级，对人体无害，相当于激
光打印机强度等级（见图3）。目前，这个
系统还在继续开发其应用领域，使以前难以
达到的特殊在线检测标准得以实现：比如双
铝泡罩中冷冲压泡眼的检测（见图4）、填
装后的PVC泡罩检测、铝箔热封的检测（见
图5）。
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相机的分辨率也
越来越高，还可以扩展串联多个摄像头，使
检测更为精确，即使是很小的质量偏差也可
被检出，大大地满足了用户对药品质量更高
的要求，例如日本市场的苛刻需求。
在软件处理方面，如果有一种新的评
估算法相比于现有的算法有显著的改进，将
使新的算法飞速发展，使得新功能、新特性
和新的检验标准成为可能，比如周长和形状
识别。
令人期待的是，许多新的创新技术会在
接下来几年进入药品在线检测领域。越来越
多的检测项目将通过3D检测机实现，如药片
厚度的检测（见图6）：每种颜色代表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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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3D高度差

图7 粉末体积检测

图8 3D成像技术

图9 3D检测折叠纸盒

图11 3D检测盲文印刷

图10 3D检测安瓿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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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差，红色代表低的高度差，蓝色代表
高的高度差；粉末体积的检测（见图7）：通
过特有的3D算法（见图8），粉末产品的体
积可以被精确地计算出来；图9、图10、图
11所展示的3D检测领域并不限于铝箔泡罩检
测的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纸盒包装、安瓿瓶
检测甚至是盲文印刷质量的检测领域。相机
分辨率继续提高，使得检测精度和功能更加
完善；计算机处理能力也会更加强大，使得
检测速度和图形处理更加迅速；统计功能变
得越来越详细，使制药企业可以监测生产线
每个工序的完成情况，质量控制更有效率。
更重要的是，质量缺陷可以被更好地分析出

结

语
随着国家针对药物的一致性评价、GMP

飞行检查一系列质量控制政策的发布，质量
控制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控制环节，作为制药
生产后端的包装线视觉在线检测又是质量控
制中的最后环节，一旦把控不严，问题产品
将直接被包装后流入市场，因此，可以这样
说，做好包装环节对药品的质量检测是制药
企业对药品质量把好的最后一道关口。撰写
本文的初衷是希望能与业内同仁共勉，了解
先进的药物在线检测技术，提高药品生产质
量，为中国医药事业贡献微薄之力。

来，可以通过检测设备的辅助从而减少或消
除导致质量缺陷的原因。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更多、更
新的传感器技术，如热成像摄像机，可以在
无照明条件下或者烟、雾等普通摄像机难以
正常工作的环境下完成药品的检测工作。

参考文献
［1］药品包装学［M］.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
［2］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M］. 高等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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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口服固体制剂生产中
重点工序的监控
■■ 卢鹏伟、杨晓晨

摘要： 本文就生产中对中药固体制剂产品质量影响较大的重点工序的监控进行
了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供业内人士参考、讨论。
关键词： 中药；口服固体制剂；监控

中药的口服固体制剂主要是片剂、胶

选、剪切、刮削、剔除、刷擦等方法，清除

囊剂和颗粒剂。在中药口服固体制剂的生产

杂质或分离并除去非药用部分。有些药材中

中，需要对重点工序的一些项目加强控制，

的杂质是比较细小的沙土，可以采用风选；

以保证生产出质量稳定、均一的产品。本文

有的药材表面有绒毛，需刷擦除去，如枇杷

对这些剂型生产中的重点监控进行了分析和

叶等。药材净选后的药材收率直接反映了药

讨论。

材的纯净程度，因此，需要对药材的收率进
行控制。

一   中药材的前处理
中药材的前处理主要包括净选、洗涤、
干燥、炮制、粉碎和灭菌等。中药材前处理
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和指标见表1。

（二）洗涤
洗涤的目的是洗去药材表面附着的杂质
和微生物。经过研究发现，洗涤可以减少药
材表面60%～80%的微生物量。因此，药

（一）净选

50

材的洗涤可以有效地减少药材中的微生物，
使其洁净，有利于制剂的生产，有利于用药

净选的目的是洁净药材、除去杂质，

的安全。需要注意的是，应根据药材自身情

使其达到药用的净度标准和规格要求。净选

况（如有效成分等）确定所采用的洗涤方法

操作应按工艺要求分别采用拣选、风选、筛

及其条件等。药材洗涤应使用流动水，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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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药材前处理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指标

工序

项目指标

备注

净选

拣选的方法、要求、收率等

洗涤

洗涤的方法条件等

干燥

温度、时间、收率等

应注意药材中有效成分对干燥温度的要求，选择适宜的干燥温度

炮制

温度、时间、收率等

加入辅料炮制时，要监控所用辅料的质量、辅料的加入量等

粉碎

粉碎细度

注意微生物的污染等

灭菌

工艺条件

采用的灭菌方法不同，条件有较大的差别

的水不得用于洗涤其他药材，不同的药材不

性质以及调剂、制剂的不同要求而采取的制

宜在一起洗涤。按工艺要求对不同的药材采

药技术。炮制的方法种类繁多，应根据不同

用淘洗（如海藻等）、漂洗、喷淋洗涤等方

的方法制定不同的监控指标。如加辅料炮制

法。干燥后的药材应及时干燥，以防变质、

时，应注意控制辅料的质量和加入量等。

微生物滋生等。

（五）粉碎
（三）干燥

有些中药口服制剂将原药粉直接加入

中药材多需进行干燥处理，减少水分，

产品中，因此，需要注意控制药材粉碎的细

保证药材生产投料的准确性。干燥中需要控

度，应符合产品生产工艺的要求，并注意粉

制的主要参数是温度、时间。可根据药材中

碎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等情况。

是否含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效成分（如挥发油
等），确定适宜的干燥温度，应尽量减少过
程中有效成分的损失。一般不含或少含挥发
性有效成分的干燥温度应不高于80℃，含有
较多挥发性有效成分的药材应控制在60℃以
下干燥处理。药材干燥后应及时取出，防止
干燥过度而影响药材的质量。

（四）炮制

（六）灭菌
药材的微生物含量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
量，对于需原药粉进行生产的产品尤其需要
控制其微生物的含量。必要时，需进行灭菌
处理。灭菌时应根据药材中成分性质的不同
选择适宜的灭菌方法，应以不降低或少降低
有效成分的损失为原则。中药材或中药粉常
见的灭菌方法有干热灭菌法、流通蒸汽灭菌

中药必须经过炮制之后才能入药，是中

法、微波灭菌法、钴60辐照灭菌法、乙醇蒸

医用药的特点之一。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药

气灭菌法等。有些灭菌法处理后的药粉结块

理论，依照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

需要再次粉碎还应注意二次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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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药材的提取和浓缩

提取和浓缩的方法较多，可根据药材的性质，

中药制剂的生产大多将部分或全部药材经
提取和浓缩处理后，以提取浓缩物投料生产。

表2

工序

选择适宜的方法。生产过程中，应对一些项目
加强监控，以保证质量的稳定性（见表2）。

中药材提取和浓缩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指标

项目指标

备注

称量

药材的质量合格性、名称、批号等的准确性
称量设备的校验合格性
双人复核

提取

生产工艺条件（如提取次数、温度、时间、溶
提取方法不同，监控项目也不同（如水提、醇提等）
媒用量等）

浓缩

温度、时间等

（一）提取

建议称量配料由QA人员参与再次复核

三

中药片剂

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决定了提取的复杂

中药片剂的生产主要有称量配料、制粒

性。新的提取技术发展较快，如超临界萃

干燥、总混、压片、包衣、内包装、外包装

取、微波提取等。但中药的生产中，大多仍

等重点工序，具体的监控项目及指标见表3。

采用传统的提取方式，如水煎煮法、蒸馏
法、乙醇渗漉等。有些情况下，为了除去杂
质，还采用水提醇沉或醇提水沉等方式处
理。提取中应注意控制好工艺条件，如提取
的次数、温度、时间和溶媒的用量等。不同
的方法，还应注意不同的监控项目。

（二）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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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称量配料
称量配料是中药片剂生产的第一道工
序。称量配料的准确性是产品质量保证的基
本要求。在实际的生产中，笔者曾遇到过由
于操作人员的失误而造成称量不准确，给生
产带来了一定问题的情况。因此，称量配料
的双人复核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情况下，操

提取后的提取液多需浓缩后再用于生

作人和复核人均是生产车间的人员，为了确

产，浓缩的常用方式主要是蒸发浓缩，应尽

保称量配料的准确无误，加强质量监控，笔

量注意控制浓缩的温度和时间，尽量减少成

者认为在该岗位引入质量保证部门专属的QA

分的损失。如果条件允许，应采用低温的浓

（质量监控）人员是必要的。称量配料时还

缩方式，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应注意所使用的设备（电子秤、台秤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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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序

中药片剂生产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指标

项目指标

备注

称量
配料

物料（原辅料）的质量合格性
物料（原辅料）名称、批号、厂家等的准确性
称量设备的校验合格性
双人复核

建议称量配料由QA人员参与复核

制粒
干燥

物料混合的均匀性（根据工艺验证确定条件）
颗粒的水分、均匀性

不同的干燥方法工艺差别较大（如烘箱干
燥和沸腾干燥等）

颗粒的水分、粒度、均匀性、含量等

与产品的批量大小相关

压片

片子的外观、硬度、脆碎度、崩解时限、片重差异等

片重差异应加强检查的频次控制

包衣

包衣片的外观、崩解等

应注意包衣材料的质量

总混
（含整粒）

内包装

装量差异、包装的严密性
注意包材不同的差异（如瓶装、塑料袋
内包装材料上的品名、规格、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准
装、铝塑包装等）
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外包装

外包装材料（说明书、包装盒、外箱）上的品名、规格、
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准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否在校验的周期内。即使在校验周期内，也

批的划分原则是以分装或成型前同一台混合

应注意称量物料的重量是否符合要求。

设备一次混合量为依据。因此，总混的量决
定着批量的大小。另外，总混的条件（时间

（二）制粒干燥

等）需要由验证来决定。

制粒干燥生产中应注意物料混合的均匀
性，需要根据工艺验证来确定条件，如物料
混合的时间、颗粒干燥的温度等。如果物料
之间的比例相差悬殊（在处方中的比例不足
5%），还要考虑增加适宜的混合方法，如等
量递增法等，来保证混合的均匀性。

（三） 总混（含整粒）

（四）压片
压片是中药片剂的成型工序，直接决定
片剂的最终质量，是关键工序。因此，需要
加强过程中的监控。监控项目主要有药品的
外观、硬度、脆碎度、崩解时限、片重差异
等。一般来说，片重差异在压片过程中可能
会有波动，其余指标相对稳定。因此，需要

颗粒在干燥中会有一些黏连，需要整粒

在过程中定时检查片重，发现波动较大时及

处理。整粒中，应注意颗粒的粒度是否均匀

时调整机器，保证片重差异符合规定，应注

等。按照GMP的要求，中药口服固体制剂

意检查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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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包衣   

形成误导。

包衣将影响到片剂的外观。包衣的质
量直接影响到药片的稳定性，即有效期的问

（七）外包装   

题。需要在包衣过程中，注意按照SOP操

外包装材料（说明书、包装盒、外箱）

作，保证衣层的质量。同时，应注意包衣材

上印刷和打印的内容是否准确、清晰可辨需

料的质量稳定性对包衣质量的影响。

要注意在包装过程中控制，避免在流通中发
生误导的现象。

（六）内包装
中药片剂包装常见的有塑料瓶包装、

中药胶囊剂

塑料袋包装和铝塑包装三种。不管哪种包

中药胶囊剂的生产主要包括称量配料、

装，首先需要注意包装数量的准确性，数量

制粒干燥、总混、胶囊填充、内包装、外包

应符合规定。其次，应注意包装的严密性，

装。除胶囊填充外，应加强监控管理的和中

密封完好与否直接影响到药品的稳定性，

药片剂大多一样。胶囊填充是胶囊剂的成型

即有效期的问题。最后，应注意包装上打

工序，填充量的准确性应加强控制，需要注

印的“三期”（即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

意控制检查填充量的频次，以保证填充量的

效期至）的准确和清晰程度，避免在流通中

差异符合规定，监控项目见表4。

表4

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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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药胶囊剂生产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指标

项目指标

备注

称量
配料

物料（原辅料）的质量合格性
物料（原辅料）名称、批号、厂家等的准确性
称量设备的校验合格性
双人复核

建议称量配料由QA人员参与复核

制粒
干燥

物料混合的均匀性（根据工艺验证确定条件）
颗粒的水分、均匀性

不同的干燥方法工艺差别较大（如
烘箱干燥和沸腾干燥等）

总混
（含整粒）

颗粒的水分、粒度、均匀性、含量等

与产品的批量大小相关

胶囊充填

胶囊产品的外观、崩解时限、填充量

填充量应控制检查频次

内包装

装量差异、包装的严密性
注意包材不同的差异（如瓶装、
内包装材料上的品名、规格、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准
塑料袋装、铝塑包装等）
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外包装

外包装材料（说明书、包装盒、外箱）上的品名、规格、
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准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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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药颗粒剂

要时应及时完善监控的项目，以便更好地保

中药颗粒剂的生产主要包括称量配料、

证制剂质量的稳定性。

制粒干燥、总混、内包装、外包装。中药
颗粒剂的监控项目见表5，要求可参照中药
片剂。

六

结语
中药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

相通性。加强生产中重点工序的监控，对于
保证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在生产中，
应注意及时总结、积累经验、提高质量，必

表5  中药颗粒剂生产的重点工序监控项目指标

工序

项目指标

备注

称量
配料

物料（原辅料）的质量合格性
物料（原辅料）名称、批号、厂家等的准确性
称量设备的校验合格性
双人复核

建议称量配料由QA人员参与复核

制粒
干燥

物料混合的均匀性（根据工艺验证确定条件）
颗粒的水分、均匀性

不同的干燥方法工艺差别较大（如烘箱干燥
和沸腾干燥等）

颗粒的水分、粒度、均匀性、含量等

与产品的批量大小相关

内包装

装量差异、包装的严密性
内包装材料上的品名、规格、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
准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注意包材不同的差异（如瓶装、塑料袋装、
铝塑包装等）

外包装

外包装材料（说明书、包装盒、外箱）上的品名、规
格、批号、生产日期等内容的准确性、是否清晰可辨

总混
（含整粒）

作者简介
卢鹏伟（1973-），男，中级职称，河南医药技师学院，主要从事中药制剂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产品质量方面的研究。
杨晓晨（1965-），男，高级职称，河南医药技师学院，主要从事中药制剂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产品质量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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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菌制剂之 你的玻璃瓶
洗
干
洗瓶喷针使命
净

了
吗

■■ 陆忠孟

摘要： 随着制药法规越来越严格，国内外制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
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保证药品的质量和对生产资源的有效控制更是被
制药业广为关注。现从我们日常不在意的一根小小喷针入手，分析其在洗
瓶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洗瓶机；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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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制剂对西林瓶异物有严格的要求，

产基地的包材厂家。目前还没有哪一家提供

所以，各个厂家对用洗瓶机清洗后的瓶子异

的瓶子是在B级环境下进行生产包装，在生

物残留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这对于制药企

产运输途中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瓶子被污染。

业来说意味着产品质量和企业的生命，科技

从药品的制造成本来考虑，将过多的费用投

发展至今，我们依然对产品中的异物表现出

入到包材上显然是不可能的，且包材在目前

无可奈何，以至于媒体时常报道某无菌注射

的药品招标体系中完全被忽略，从而造成了

剂产品发现异物给患者造成伤害的医疗事

制药企业购买的西林瓶无质量保证、瓶的内

故，这其中和生产厂家的日常管理不无干

外都很脏的状况，这样则对无菌制剂生产线

系。

的洗瓶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现在我们重点来探讨一下瓶子自身携带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洗瓶机有两大

的异物。目前，国内90%以上的厂家和产品

类：直线型和旋转型。直线型以IMA为代

使用的西林瓶都产自国内，这其中有国内品

表，旋转型则以BOSCH、B+S、inova、

牌的包材厂家，也有国外品牌在中国设立生

Groninger为代表，国内制药设备厂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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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仿造旋转型为主。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分
析，这两类洗瓶机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的
瓶子为相对自由状；后者的瓶子处于被固定
状，然后进行水气的冲洗。这其中的原理很
简单，但各个厂家的设计理念不同，最终瓶
子的清洗效果和注射用水的用水量有着天壤
之别。
“三水三气”这种洗瓶机的清洗流程，
对于接触过无菌生产的人都不会陌生，但大
家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各个厂家在同样的包
材和产能情况下，机器的大小、注射用水的
消耗量却有着惊人的差别，国内制药设备厂
家往往仅仅仿造了其动作和外观，但是否理
解原创工程师设计时所考虑的初衷及核心技
术呢？
现围绕影响瓶子清洗效果的三个因

在低速和高速时惯性不同导致的喷针在停止

素——喷针位置、水压气压及冲洗点重点讨

位漂移。笔者强烈建议采用内外凸轮摆臂机

论如下。

构完成，这种机构的优点是自我补偿磨损间
隙，保证了设备在低速运转或在高速运转时

一

喷针位置
喷针在清洗吹扫的过程中，既要和瓶

子同步旋转运动又要做上下深入瓶内离开瓶
口的运动，还要回位到下一组的起始位运

喷针在停止位不变。这就是为什么国外企业
能保证设备5年、10年、20年稳定性不变的
原因，并且始终能保证喷针在运转的瓶子中
对中精度很高。

动。这样复杂的往复、上下、跟随等动作组
合在一起，对设计者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

二

水压气压

考验。笔者认为，这种组合高精度地往返运

这里指的水压不仅仅是管路上测得的

动，不应过分依赖伺服电机这种可以随意设

水压，这里所指的是冲洗的水作用在瓶子内

计运动轨迹的手段，因为机器在组装和正常

壁的压力，这不难理解，与我们日常洗车时

运行中一定存在磨损现象，这种机械间隙对

看到的一样，高压水枪冲过的位置表面黏附

于复杂的组合动作机构是致命的。经常听到

物体极易被冲走，这里的核心技术在于洗瓶

操作者抱怨，模具安装时已进行了调试、确

机的喷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洗瓶机厂家的

认及检查，明明都没有问题，但一到正式

喷针又细又长，其解释说一种喷针适合所有

生产就出现撞针、断针现象。这是因为设备

包材，笔者认为，这种设计理念其实是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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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冲洗点
这里所指的是喷针喷出的水冲在哪一

个部位。目前，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是直口喷
针。无论是喷针深入瓶内还是在瓶口，水的
直接作用点都在瓶的底部。但相对瓶内壁、
瓶脖子、瓶肩处只能通过喷到瓶底的水反流
进行冲洗，而非高压直接冲洗，显然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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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试想一下水通过漫长、细小的通道出

大大降低了。因此，为保证清洗质量需增加

来之后还能产生高压吗？显然不行！另外，

清洗时间，必然导致注射用水的大量使用，

喷针应具备足够的刚性，刚性不足容易出现

更致命的问题是清洗验证重现性差。由于瓶

撞针、断针问题，而且会在喷洗的瞬间出现

子来料时洁净程度差异较大，依照目前市场

摆尾现象，这些都将影响作用在瓶内壁水压

采用“核黄素”“氯化钠”方法来做清洗挑

的大小。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

战性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两者都是水

问题，就是如何把瓶子稳定地夹住，显然夹

溶性物质。瓶子在制造过程中会携带油污，

在瓶脖处是不二选择。瓶夹的设计组装同样

而这些油污和纤维异物黏附在瓶子内壁，特

关系到瓶子是否可以有效地夹紧瓶子。生产

别是在直口喷针无法直接喷到的部位，清洗

中，经常出现夹子的弹簧断裂和脱离现象，

质量无法保证，这样的瓶子如果流入灌装机

这与设计时是否考虑拉簧的有效行程不无

进行灌装生产，将导致不合格品的产生。对

关联。

于洗瓶机喷针的研究，BOSCH公司走在了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Thought & Innovation

行业的前列，西林瓶采用的是“梅花形”喷

结合十多年的从业经验，笔者设计开

针，有效地降低了异物残留在瓶内的风险，

发出了一款旋射型喷针，可对瓶子的内部、

更重要的是，该洗瓶机的注射用水量在行业

底部、瓶内肩部、瓶脖进行无死角的高压冲

内也是最少的。

洗，以确保清洗介质高效准确地对瓶子进行

综上所述，洗瓶机喷针应具备三点：
瓶子和喷针始终保持对中状态，喷出的水

清洗，有效地降低产品质量风险和介质的使
用量。

压高，冲洗瓶子内壁无死角，才能保证
2~500ml瓶子清洗的彻底性。
也许有人会说，完成灌装的产品可以在
后道灯检工序进行最后出厂前的质量把控，
但依据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哪一家公司的灯
检机可以用于检测冻干产品、粉针产品、液
体低装量产品、脂肪乳产品等一些黏稠型产

作者简介

品。即使是液体制剂可通过灯检来检测异

陆忠孟（1981—），男，曾在博世包装技

物，也没有哪一家公司可以保证100%地检

术（杭州）有限公司工作13年，现主要专

测出所有的异物。所以，要真正降低产品的

注于无菌制剂、固体制剂生产设备的细节

质量风险，还是应该从源头入手，而并非依

优化和节能研究。

靠后道的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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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水系统中
保温/循环的方法
■■ 李明东

摘要： 注射用水在贮存过程中（夜间/短期休息期间）需要在70℃以上保温
保持循环，此过程需要补充一定的热量，本文介绍了高效节能、经济实用
的补热方法。
关键字： 注射用水；贮存；保温；循环；夜间；电加热；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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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要求：注射用水的保存、贮存应在

设备造价高，热量消耗大，且需对压力容器

70℃以上并保持循环，以克服在贮存过程中

进行日常管理，给药厂造成了成本增加和不

存在细菌滋生的风险。

便。后阶段则改为单层保温常压容器和双管

一般药厂在下班前已制备完隔天早晨的

板加热器及其控制系统组成，热量的损失由

用水量，并保存在贮罐中，在夜间或短期休

双管板蒸汽加热器得到补充。由于双管板

息期间一般不生产制备注射用水了。因此，

加热器换热面积较小，壳程直径也不大，所

就要求注射用水必须在70℃以上保温并保

以，一般是常压容器，设备的造价、能源消

持循环。我们知道注射用水在循环过程中要

耗比较经济，大家也比较认可。但是，以上

经过少则十几米，多则几百米的管线，这些

情况都必须建立在有蒸汽供给的情况下才能

管线会散发部分热量，造成贮存的注射用水

实现，在夜间及短期休息期间，具有蒸汽条

温度降低。另外，注射用水长时间贮存在贮

件的必须是工业区集中供热或是借助于综合

罐中也会失去热量，从而使注射用水达不到

性药厂其他车间的用汽。在一般制剂厂或中

70℃这个指标。鉴于此，开始的注射用水贮

小型药厂，白天生产会使用锅炉，到了晚上

罐都制成夹套蒸汽加热并保温来满足要求，

或生产停止时，为保证注射用水循环需补充

但此设备为压力容器，设备结构相对复杂，

少量的热能，这便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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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使用蒸汽必须要运行锅炉，操作员
工的工资、燃料的消耗、蒸汽输送的热量损
耗及车间管理体系开支一般不小，少则20多
万元/年，多则30多万元/年（按一班8小时使
用计算），这给企业带来了挑战。
怎样才能做到既经济又实用一直是大
家所关心的问题，现在介绍一种加热方法供
大家参考。洁净卫生型双管板注射用水系统
值班用电加热器，设备系统简单、洁净、卫
生、投资小，使用方便，自动控制性能好，
实用高效，能做到24小时跟踪运行及记录，
一晚上以10小时计算，需要近100~200度
电，远比运行锅炉经济得多，且不需要员工
值班。
工作原理：此系统由洁净卫生型双管板
加热器、油加热器和自动控制系统组成。当
回流的注射用水经过温度传感器时，传感器
的信号会提供给自动化电器控制系统。当注
射用水等于或略大于70℃，电加热器就开始
发热并通过导热硅油进入双管板换热器中，
其热油在壳程将换热管的外壁加热并传导到
流动的注射用水中。设备采用升膜式加热方
式，注射用水由下至上，使冷却的介质逐步
均匀地得到加热。当传感器感知到高于设定

作者简介

温度时，电加热功率会逐步减小或停止。此

李明东（1963—），男，江苏无锡人，现就职

设备安装在系统中能实时监测、记录运行情

于无锡市求新药化设备厂，从事药化设备的设

况，是一套全自动控制系统，不但满足注射

计、生产工作，研究方向为双管板换热器、搪玻

用水70℃以上保温或保持循环，同时无需专

璃换热器、洁净卫生型搪玻璃设备、药化设备。

人值班，经济实用，可降低劳动强度、节能
降耗，为减少生产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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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相关知识点
制造业
是指对原材料（采掘业的产品和农产
品）进行加工或再加工，以及对零部件进行
装配的工业的总称。根据我国现行标准GB/
T4754-2011划分，制造业包括食品、编织
服装、造纸印刷、石油和化学、冶金、非金

什么是数字化工厂？
ICE词汇库给出的定义是：数字化工厂
是数字模型、方法和工具的综合网络（包括
仿真和3D虚拟现实可视化），通过连续的没
有中断的数据管理集成在一起。

属制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运输设备、

它是以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相关数据为基

电器设备、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31个行

础，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中，对整个生产过程

业，《“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新增建筑

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并进一步扩展到整

业，共包括约175个中类，530个小类。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是现
代数字制造技术与计算机仿真技术相结合的

智

能
从感觉到记忆到思维这一过程，称为
“智慧”，智慧的结果产生了行为和语言，

产物。

数字化工厂的“五化”特点

将行为和语言的表达过程称为“能力”，两

自动化：高度的自动化设备、生产

者合称“智能”，将感觉、记忆、回忆、思

区域的自动化、数据采集自动化、物流自动

维、语言、行为的整个过程称为智能过程，

化、生产管理的自动化。

它是智力和能力的表现。

智能制造

信息化：把所有的工厂、生产线、产
品设计、文档、图像、声音、管理、流程进
行数字化。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贯

一体化：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制造的闭

穿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

环生产过程，保证工艺的标准化，将设计要

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

求引入生产过程。

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

精益化：在生产过程对人、设备、物

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具有以智能工厂为

流、质量、能源的精益化管理，保证资源利

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

用的最佳效率。

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络互联为支撑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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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运营成

集成化：工厂生产管理系统、企业管

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资

理系统、产品研发系统的集成，保证了人、

源能源消耗。

物、设备、系统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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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National
Standards

G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5692-2008

制药机械术语（三）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3.1.5.2

机械搅拌式发酵罐

3 原料药机械及设备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for pharmaceutical
material

装有机械搅拌装置的罐式发酵设备。

利用生物、化学及物理方法，实现物质转化，制取医

3.1.5.3

药原料的机械及工艺设备。

fermenting tank with air stirrer

fermenting tank with mechanical stirrer
气流搅拌式发酵罐

装有气流搅拌装置的发酵设备。
3.1

反应设备

3.1.5.4

机械自吸式发酵罐

reaction equipment

self-absorption fermenting tank

在一定的条件下，用生物、化学方法实现物质间转

利用叶轮转动时形成的负压将空气吸入的罐式发酵设备。

化，生成新物质的设备。

3.1.5.5

3.1.1

air lifting fermenting tank

机械搅拌反应设备

气升式发酵罐

mechanical stirring reaction equipment

一定压力的空气带动液体在罐内通道间循环流动的罐

装有机械搅拌装置的反应设备。

式发酵设备。

3.1.2

气流搅拌反应设备

3.1.5.6

塔内发酵罐

air-flow stirring reaction equipment

tower fermenter

装有气流搅拌装置的反应设备。

微生物细胞或动植物细胞通过填料和塔板，实现生化

3.1.3

磁力搅拌反应设备

反应的塔式发酵设备。
固体发酵设备

reaction equipment with magnetic force mixer

3.1.5.7

装有磁力搅拌装置的反应设备。

solid fermenting equipment

3.1.4

微生物细胞或动植物细胞在固体培育基上实现生化反

流化床反应器

fluid-bed reactor

应的发酵设备。

流体通过分布板与固体物料接触使其流化并实现物质

3.1.5.8

转化的反应设备。

fluid-bed fermenter

3.1.5

流体通过分布板与接种后的固体培养基接触，使其呈

发酵设备

fermenting equipment

流化床发酵器

流态化的发酵设备。
固定床发酵器

在一定的条件下，使微生物细胞或动植物细胞实现生

3.1.5.9

化反应的设备。

fixed-bed fermenter

3.1.5.1

摇瓶机

培养基循环通过固定细胞床层的发酵设备。
中空纤维发酵器

bottle rocker

3.1.5.10

以往复运动或偏心旋转使装有菌种的瓶子在摇动中育

hollow cored fiber fermenter

种的机械。

细胞固定在具有多孔的毛细管纤维束内的发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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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第十二届“兴业杯”中国制药装备
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加强新思路、新成果、新经验的交流，我会决定举办第十二届“兴业
杯”制药装备有奖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范围
1. 国内外制药装备的发展动向及趋势

9. 制药装备与节能

2. 中国制药装备发展现状分析与研究

10. 制药装备与环保

3. 制药装备与GMP

11. 制药企业信息化

4. 制药智能化与制药装备

12. 制药装备标准化

5. 制药工艺与制药装备

13. 制药装备行业统计与企业决策

6. 制药工程与制药装备

14. 制药装备行业发展与自律

7. 制药装备的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成果

15. 制药装备与科技创新

8. 制药装备设计、加工工艺的新概念

16. 其他

二、征文要求及格式
1. 征文标题由作者自定。
2. 征文内容要求：论点突出，论据充分。对专题有独到的见解，对专题的分析有深度，有针对性、创新性、前瞻
性和实用性，力求具体、务实、可靠。
3. 征文字数在3000~10000字为宜，论文摘要300字左右。
4. 征文勿涉及保密问题。
5. 征文请用Word录入排版，页面为A4，征文标题（三黑居中），隔一行作者姓名（四楷），下一行为作者单位
（四楷），隔一行摘要（四黑），下一行关键词（四黑），隔两行为正文（四宋）；标题按级顺序为：一（小三黑）、
1（四黑）、（1）、①；参考文献（五宋）。
6. 请作者通过电子信箱发送征文，将填写好的《论文登记表》（可从协会网站下载）寄或传真至协会。
7. 征文截稿日期：2016年11月30日。

三、征文评选
我会将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由评委会评出征文奖励等级。

四、征文奖励
一等奖一篇：奖金 5000元/篇（人民币）
二等奖两篇：奖金 3000元/篇（人民币）
三等奖五篇：奖金 2000元/篇（人民币）
优秀奖八篇：奖金 1000元/篇（人民币）
所有获奖者均颁发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谢文、王莉莉、边珊
联系电话：010-87584931-131/118/129
电子邮箱：xiewen@phmacn.com；wanglili@phmacn.com；bianshan@phmacn.com
传   真：010-87583970-131/118/129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一区4号
邮   编：100068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征稿启事
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行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
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行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
和人员素质，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创办《医药&装备》，赠予制药、保健品、兽药、制药装备等行业工
和人员素质，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创办《医药&装备》，赠予制药、保健品、兽药、制药装备等行业工
作者，以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学生。
作者，以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学生。
规划的栏目包括制药工艺与设备、制药工程设计、研究与创新、标准与验证、自动化与控制、观察与思
规划的栏目包括制药工艺与设备、制药工程设计、研究与创新、标准与验证、自动化与控制、观察与思
考、短讯、知识园地等，以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宗旨，力求及时、准确地反映国内外医药与装备相关
考、短讯、知识园地等，以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宗旨，力求及时、准确地反映国内外医药与装备相关
领域的最新科研动态、科技创新成果，以及新方法、新理论、新动态，用科学的、先进的技术指导行业工作
领域的最新科研动态、科技创新成果，以及新方法、新理论、新动态，用科学的、先进的技术指导行业工作
者，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开拓国际视野，全面提高从业者的综合素质。诚挚欢迎制药
者，为广大读者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开拓国际视野，全面提高从业者的综合素质。诚挚欢迎制药
装备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从事医药、制药装备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和技术工作的人士踊跃投稿。
装备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从事医药、制药装备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和技术工作的人士踊跃投稿。

＞＞来稿须知
＞＞来稿须知
1．文章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文字精练，数据准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1．文章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文字精练，数据准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文章中需要列出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
2．文章中需要列出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
3．文中图表均应标有序号和名称，与正文必须相互呼应。图片要清晰（尽量同时提交电子版），表
3．文中图表均应标有序号和名称，与正文必须相互呼应。图片要清晰（尽量同时提交电子版），表
格设计要合理。
格设计要合理。
4．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4．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5．文章末尾写明作者简介，包含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职称、职务、工作单位、研究方向即可。
5．文章末尾写明作者简介，包含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职称、职务、工作单位、研究方向即可。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一区四号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一区四号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邮编：100068
邮编：100068
电话：010-87584931-131/118
电话：010-87584931-131/118
邮箱：xiewen@phmacn.com；wanglili@phmacn.com
邮箱：xiewen@phmacn.com；wanglili@phmacn.com
联系人：谢
联系人：谢 文文 王莉莉
王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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