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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技术的应用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是在沸腾干燥制粒设备基础上发展的新型制粒设备，其改变了沸腾干燥制粒逐锅生产颗粒的工
艺，实现了连续生产颗粒的全封闭生产。与沸腾干燥制粒设备相比，这种由间歇生产颗粒转变为连续生产颗粒的工艺
改变，不仅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能耗大大降低，全封闭作业无粉尘污染，而且对黏性物料制粒的适应性很强，
为中药颗粒的生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09

环境微生物检测风险及应对
制药洁净环境中因为药物API的特殊性，以及洁净室清洁消毒时用到的各种消毒剂对洁净环境中潜在的微生物有抑制
或杀死的作用，对环境微生物监测结果会带来“假阴性”的风险，因此，必须了解洁净环境中潜在的抑菌或杀菌物质
及其存在的单位数量，进而采取正确的培养基来监测环境中潜在的微生物，得出洁净环境中微生物的实际水平。

13

精益生产在制药企业的运用
精益的粉体处理和加工是以最低的单位生产成本获取最高的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为了适应白热化的竞争，制药企业需
要不断改善整体工艺流程，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利润，改善资金流，保障产品安全。

17

数据完整性及其在过滤系统中的应用
数据完整性作为制药质量体系确保药品质量的基石，目前已成为国内制药行业最热门的话题，数据完整性不合格的问
题也多频次地出现在FDA及欧盟Eudra GMP警告信中。2015年1月，MHRA及FDA相继将《数据完整性指南》列入
年度计划；在国内，部分药企已从整个生产工艺、检验方法、设备管理等方面来完善数据管理制度，这对药品质量的
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数据完整性的意义在于：保证所有数据真实，没有损坏或残缺，能够反映整个过程，以
保证产品质量。

25

一体式卫生级多通道隔膜阀的设计分析
本文介绍了一体式卫生级多通道隔膜阀的概念、发展、设计思路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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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技术的应用
■■ 谢

麟

摘要：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是在沸腾干燥制粒设备基础上发展的新型制粒设备，
其改变了沸腾干燥制粒逐锅生产颗粒的工艺，实现了连续生产颗粒的全封闭生
产。与沸腾干燥制粒设备相比，这种由间歇生产颗粒转变为连续生产颗粒的工艺
改变，不仅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能耗大大降低，全封闭作业无粉尘污染，
而且对黏性物料制粒的适应性很强，为中药颗粒的生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沸腾制粒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是一种采用喷雾流化床技术生产颗粒的有效设备， 它
的最大特点是效率高、节能效果明显、产品合格率高、无污染、生产能力大。该
技术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310218279.6），其改变了沸腾干
燥制粒（一步制粒）逐锅生产颗粒的工艺，实现了连续生产颗粒的全封闭生产。
与沸腾干燥制粒设备相比，这种由间歇生产颗粒转变为连续生产颗粒的工艺改
变，不仅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能耗大大降低，全封闭作业无粉尘污染，而
且对黏性物料制粒的适应性很强，为中药颗粒的生产打开了方便之门。目前，通
过对多种物料的运行实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项技术的应用将为药品生产带
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一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工艺流程
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沸腾制粒干燥机（俗称“一步制粒机”）是采用喷

雾流化制粒原理进行制粒的（见图1）。粉料在由下向上热风的作用下在容器内
沸腾（流态化），容器的上部有一喷嘴向沸腾的物料喷雾状黏结剂，使沸腾状态
下的受液物料相互碰撞团聚，随着不断喷液，不断团聚，形成颗粒并逐渐增大，
直到所有物料达到要求的粒度，然后停止喷液，继续用热风对颗粒进行干燥，直
到颗粒达到要求的含水量。一步制粒机是逐批生产颗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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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振动连续制粒的成粒原理与沸腾制粒完全相同（见图2），采用喷雾流
化制粒原理进行制粒，所不同的是在制粒容器（制粒室）的下方设有一个落料
器，可以使制粒室中达到粒度要求的颗粒及时落入干燥分级室，未达到粒度要求
的物料在制粒室内继续制粒。进入干燥分级器的颗粒边干燥边分级，过大颗粒经
破碎后进入干燥分级室继续干燥，过细颗粒返回到制粒室继续制粒，合格颗粒通
过排料器输送到指定位置。通过不断向制粒室补充原料，使这一制粒过程可以连
续不断地进行，从而实现了连续制粒的工艺。

喷嘴

沸腾制粒干燥机

一次投入
原料粉

物料

除尘

风机

造粒

黏结剂

换热器
除尘

风机

整形

干燥
合格颗粒
热风

图1

换热器

沸腾制粒干燥机工艺流程图

原料仓 空气净化

风机
除尘

风机

造粒

原料粉

喷嘴
黏结剂
流化风
落料

软连接

控粒风

落料器

换热器

细返料

换热器

粗破碎返料器
粗返料

干燥分级
破碎

干燥分级器
过粗颗粒
细返料器

图2

合格颗粒

过细颗粒

振动电机
成品罐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工艺流程图

注：实线为物料流程方向，虚线为空气流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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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技术的主要特点

（一）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在制粒过程中原料粉是陆续向制粒室内加入的，所以，在制粒室内的物料可
以相对较少，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物料在制粒室内有充分的流化空间，另一方面可
使物料的受液率大大提高，因而，成粒效率可以很高。同时，达到粒度要求的颗
粒可以较快地落入干燥分级室进行干燥分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能耗大大降低
由于制粒室里含有的物料相对较少，在振动作用下用很小的风力就可使物料
流态化，所以，风机的风量和功率可以很小，热风的加热功率也可以大大减小。
另外，颗粒的干燥与制粒是同步进行的，干燥热风对颗粒干燥后进入制粒室将物
料流态化，充分利用了热能，将使生产能耗大大降低。

（三）设备体积大大减小，产能大大增加
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使制粒室容积大大减小，从而产能也可以大大提
高。目前设计的最大产能为每小时产量达1000升，主体直径小于2米。如果用户
需要，还可生产出更大产能的设备，特别适合批量较大的单一品种的颗粒生产。

（四）全封闭作业，减少物料损耗和环保投入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工艺可以实现在完全密闭的情况下完成进料、制粒、干燥
及排出合格颗粒到下一道工序的连续作业，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避免了人与物料
的接触，避免了粉尘的污染，即可保证物料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无端损耗，也
为保证GMP要求提供了方便，操作者的工作环境可以更加环保和安全，也可为
设备使用企业减少大量资金的投入。

（五）采用振动干燥分级，排出颗粒的粒度和含水量达到用户要求
通过落料器进入干燥分级器的颗粒在振动作用下边干燥边分级，上、下筛网
可根据产品对颗粒粒度要求的范围进行选定，上筛网筛上为过大颗粒，排出后经
破碎返回干燥器继续干燥，下筛网筛下为过细颗粒，排出后由返料器返回制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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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制粒，上下筛网之间的颗粒为合格颗粒，排出后可由排料器输送到指定的位
置。通过调整振动电机的激振角度，就可控制颗粒在干燥段的运行速度及干燥时
间，从而控制颗粒的终含水量。

（六）颗粒品质明显提高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工艺决定了物料在成粒过程中流程基本一致，不存在反
复成粒、反复破碎的现象，因而颗粒成分比较均匀一致，品质明显提高。一个比
较明显的例子是用该设备生产与一步制粒生产的同一品种妇乐冲剂进行水溶性实
验，该设备生产的颗粒在水中溶解后杯中没有一点渣子，而一步制粒生产的颗粒
在水中溶解后杯中沉淀了一层渣子。

（七）适合对黏性物料的制粒
对于黏性较大的物料来说，如何制粒是一个比较难解的课题，目前无论是一
步制粒还是湿法制粒在生产黏性较大的物料颗粒时为了防止塌锅或不离散，都需
要用95%的乙醇替代黏结剂，这样不仅给生产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而且增加
了生产成本。而流化振动连续制粒工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一是由于流化
振动连续制粒在制粒过程中制粒室内物料相对较少，物料的流化空间较大，在振
动作用下流化状态更加活跃，不会出现物料堆积现象。二是制粒室中达到粒度要
求的颗粒在制粒室内及时排入干燥分级室，因而物料在制粒室内不会出现塌锅现
象。通过对多种黏性物料的制粒实验发现，采用纯净水（或原料粉与纯净水的混
合液）作为黏结剂就可以方便地生产出完全合格的颗粒。

（八）适应热敏性物料的颗粒生产
物料成粒快、过程短，所以，对热敏性物料的制粒可以通过很好地控制温度
来保证颗粒的品质。

三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与沸腾制粒干燥机的比较
为了准确研究证实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的各种性能指标与沸腾制粒干燥机的

区别，通过淀粉制粒试验对两种机型进行了比较。表1给出了FL-60型沸腾制粒
干燥机与LZL-30型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有关参数的对照，比对实验结果显示，
后者的产能要略大于前者。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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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产量相近的两种设备有关指标对比

指标名称

单位

FL-60型（一步制粒）

LZL-30型（连续制粒）

造粒室容积

L

220

117

沸腾物料量

L

60

11

含料溶度

%

27.2

9.4

受液率

%

0.33

2.5

风机风量

3

m /h

3000

224

风机功率

kW

11

2.2

消耗热量

kcal

84600

10320

成粒时间

min

100~160

10~15

干燥时间

min

15~25

0

成品率

%

70~80

100

产能

L/h

20~35

25~40

单位产量耗能

kWh/kg

2.4

0.4

110

30

操作占用场地

m

3

从表1中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流化振动

喷液进行干燥，在干燥过程中又有大量的颗粒

连续制粒机的各项指标明显优于沸腾制粒干燥

被撞碎变小，使其成品率大大减小。由上分析

机。比如单位产量耗能，连续制粒机可以用很

可以看出，连续制粒工艺的能耗是得到充分利

小的风量就使物料流态化，而且成粒效率较

用的，而一步制粒工艺在制粒过程中大部分能

高，制粒与干燥同步进行，所以相对耗能要小

量在做无用功，因而能耗损失很大。

得多。而沸腾制粒干燥机一次需投入一大批
料，需要很大的风力使物料形成流态化，在制

四

结论

粒过程中，喷液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制粒室

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全封闭作业的优点已

中物料的受液率非常低，那么多物料全部达到

经为保证药品质量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为了使

粒度要求需要很长时间。在成粒过程中，形成

设备清场方便，我们在设计中对清场时需要拆

的颗粒在流化状态下经相互碰撞而破碎，待下

卸的部位都采用了最快捷的拆装结构，而且做

次受液后才会再次增长，这样反复成粒，反复

到设备中没有清洗不到的死角，符合药品生产

破碎，直到所有的物料都达到粒度要求才停止

GMP要求。

作者简介
谢麟（1951—），男，江苏人，1978～2011年在东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及其他各项工
作，先后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研究和设计，主要有东北工学院采矿系破碎法岩石分级测定
仪等，先后获得6项国家专利（其中2项发明专利）证书。从事流化振动连续制粒机研究和开
发工作多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支持，发表论文数篇，获批
国家专利3项（其中2项发明专利），目前与常州一步干燥设备有限公司合作该项目的产业化
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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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微生物检测风险及应对
■■ 柴海毅

摘要： 制药洁净环境中因为药物API的特殊性，以及洁净室清洁消毒时用到的各种
消毒剂对洁净环境中潜在的微生物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对环境微生物监测结果会
带来“假阴性”的风险，因此，必须了解洁净环境中潜在的抑菌或杀菌物质及其存
在的单位数量，进而采取正确的培养基来监测环境中潜在的微生物，得出洁净环境
中微生物的实际水平。
关键词： 成品培养基；加酶成品培养基；假阴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

和沙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SDA）来监测洁

药典》）2005年版就已经对微生物检验方

净室的微生物则是不全面的。在抗生素生产

法提出了验证的要求，即采用微生物检验方

企业，动态监测时其洁净室内不可避免地混

法时首先应该确认药品本身是否含有抑菌或

杂着一定量的抗生素粉尘，如果没有采取能

杀菌成分，从而影响药品中可能的微生物检

够消除抗生素粉尘对微生物生存和生长影响

出，会得出一个“假阴性”结果。但是，时

的措施，就采用国标的方法测试该环境中的

至今日，在药品生产环境微生物监测中，仍

微生物，得到的监测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

然没有要求首先确定制药环境中可能存在的

一个“假阴性”的结果；同样，部分药物的

抑菌或杀菌成分，进而制定出有效、合理的

API对个别微生物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或杀

去除抑菌或杀菌成分后再进行环境监测，以

灭作用，要是不消除这类影响微生物生存和

避免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生长的环境因素，同样会得到“假阴性”的

药品微生物检测中，“假阴性”的结果
远比“假阳性”要可怕。
对抗生素企业和部分制剂厂家来说，
仅仅利用胰酪大豆胨琼脂培养基（TSA）

结果。
制药企业洁净环境中的抑菌成分主要有
这样两大类：其一，API残留；其二，消毒剂
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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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洁净室环境微生物监测风险一：API

37℃，含琼脂的培养基，如TSA等培养基在

残留。
API主要分为两部分：抗生素和部分

消除抗生素粉尘的残留，采用的方法就
是降解取样时落在培养基平板上的抗生素，
在监测平板的培养基内添加一定量的酶，对
于β-内酰胺类抗生素，添加β-内酰胺酶
（即青霉素酶）；对于头孢类抗生素，则添

业化的生产过程，在TSA、SDA等培养基固
化前的最低温度时加入生物酶，而且要持续
匀速搅拌，使得酶与培养基充分混合均匀，
再浇制培养基平板。
确认每块平板中加哪种酶，加多少活性
单位的酶，必须通过验证才可以得出相应的

加头孢菌素酶。
加酶培养基的制作是工业化生产的，实
验室无法生产出含酶量均一且稳定的含酶培

数据，其步骤如下：
第一，按照环境监测SOP规定的取样方
法采集取样点的抗生素粉尘量。按照GMP

养基。
而API的消除，则主要依据：《中国药
附录1105表2“常见干

扰物的中和剂或灭活方法”中所对应的中和
或灭活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借鉴相关产
品微生物检验方法验证中所采取的中和或灭
活方法来消除API的影响。
抗生素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中含有一定
量的抗生素粉尘，这些抗生素的存在，对微
生物有着抑制或致死的作用。抗生素生产环
境的微生物监测，就是要着力消除抗生素对
微生物的影响，从而还原出洁净室内微生物

10

凝固之前加入酶，而且要混合均匀，这就注
定了加酶的培养基平板的制作一定是一个工

API。

典》2015年版四部

温度与人的体温接近，为37℃上下。而在

风险控制的理念，选择抗生素生产环境中
的“风险点”，在风险点上摆放空的培养皿
（最好是90mm玻璃培养基），放置沉降菌
规定的取样时间后，在理化实验室做含量测
定，折算出这个监测点平皿上降落的抗生素
粉尘总量。
在这个环节应该注意：选择抗生素环
境沉降菌的监测点，一定选择的是“风险
点”，而非物料暴露区域、粉尘浓度最大的
“关键点”。例如，在抗生素无菌粉灌装头
附近，即所谓的“关键点”上的确是无菌物
料暴露的关键区域，也有极高的抗生素粉尘

的实际状况。消除抗生素粉尘对微生物的影

沉降。但是，这个关键点上存在的高浓度抗

响，依据的原则是降解取样时落在培养基平

生素粉尘，也是细菌无法生存的环境，选择

板上的抗生素，在环境监测的取样培养基内

在这里监测细菌沉降意义不大，如有监测需

添加一定量的酶，降解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要，充其量是监测霉菌和酵母菌的。稍微远

添加β-内酰胺酶（即青霉素酶）；降解头孢

离灌装头，一来沉降的抗生素粉尘浓度稍

类抗生素，则添加头孢菌素酶。

低；二来这些部位往往会受到外界干扰，极

生物酶，其本质是蛋白质。酶表现出

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因此，抗生素生产环

生物活性，与温度密不可分，酶活性最大的

境监测点的选择应该关注的是“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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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有别于非抗生素产品生产时的环

列入该培养基的质量标准SOP中，测试项目名称为：酶

境监测。

活性测试。

第二，在获取了监测点的抗生素含
量后，确定加酶的种类和加酶量。理化
实验室计算出平皿上的抗生素含量后，

以下3个案例可供参考。
案例1
头孢拉啶 50微克（90mm平板）

微生物实验室据此来确定降解抗生素
的酶的种类，β-内酰胺类抗生素，添

β-内酰胺酶Ⅰ

加β-内酰胺酶（即青霉素酶）；对于

87.5万单位/平板（0.25%）

头孢类抗生素，则添加头孢菌素酶。目

回收率合格

前，最新型的培南类抗生素，即碳氢烯
类抗生素，则需要添加金属青霉素酶。

案例2

加酶量的确认，就只有做系列的摸索试

头孢米诺钠 50微克（90mm平板）

验了，分别制作不同酶含量的平皿，采

β-内酰胺酶Ⅰ

用涂布法，做回收率试验，再与不加酶
的培养基平皿做对照，最终选择各测试
细菌回收率都合格的那个加酶平板的加
酶量，确定为这个抗生素监测点上的加

1000万单位/平板

2000万单位/平板

20万单位/平板

回收率不合格

回收率不合格

回收率合格

案例3

酶种类和加酶量。

头孢曲松 100微克（90mm平板）

在这个环节应该注意，选择的测试

β-内酰胺酶Ⅱ

菌种一定是该抗生素抗菌谱内的敏感菌
和环境常见菌。
第三，抗生素粉尘量。在抗生素
生产环境里确定的沉降菌监测点，监
测点上的抗生素粉尘降落量一般以不超

β-内酰胺酶Ⅱ

SEKISUI酶

20万
单位/平板

50万
单位/平板

100万
单位/平板

β-内酰胺酶Ⅰ：
31.25万单位/平板
β-内酰胺酶Ⅱ：
3.125万单位/平板

回收率
不合格

回收率
不合格

回收率
合格

回收率合格

过100微克为宜。如果抗生素粉尘量超
过100微克，甚至更高，验证得出的数

制药洁净室环境微生物监测风险二：消毒剂残留。

据就失去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原因很简

制药企业洁净环境每天都在使用消毒剂，怎样确定残

单，1000万单位/毫升的青霉素酶的市

留的消毒剂没有影响微生物的生长？选择什么样的培养基

场价格为6~7元。如果是因为沉降菌监

可以最大限度地衡量洁净室表面的微生物水平？理论知识

测点选择不当，而使加酶量大大增加，

告诉我们，卵磷脂、吐温-80组合后能够消除季铵盐类化

必然导致培养基的成本高昂，使企业遭

合物（苯扎溴铵、苯扎氯铵等）消毒剂的影响；卵磷脂、

受不必要的损失。

吐温-80和L-组氨酸组合后能够消除醛类（甲醛、戊二

第四，上述试验完成后，该试验即

铨等）和酚类（苯酚、间苯二酚等）消毒剂的影响；硫代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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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钠能够消除卤素类消毒剂（碘伏、碘酒

盲目采用胰酪大豆胨+卵磷脂+吐温-80琼脂

等）的影响等。

培养基（即TSAWLP）用于监测洁净室表面

现在，国外制药企业在进行环境微生物

的微生物。

监测时，用于洁净室表面取样的培养基大多

因此，洁净室表面微生物监测使用胰酪

为胰酪大豆胨+卵磷脂+吐温-80琼脂培养基

大豆胨+卵磷脂+吐温-80琼脂培养基（即

（即TSAWLP）。选择这样的培养基就可以

TSAWLP）的前提必然是：第一，洁净室

有效地降解可能残留在洁净室表面的消毒剂

已用到季铵盐类消毒剂；第二，按照洁净室

（主要是季铵盐类化合物消毒剂）的残留。

清洁消毒标准操作规程对洁净室清洁消毒之

国内有些企业在没有搞明白洁净室消毒

后，洁净室表面可能存在的消毒剂残留一定

剂的种类和残留量时就纷纷采用胰酪大豆胨+

在所使用的培养基所包含中和剂的降解范围

卵磷脂+吐温-80琼脂培养基用来监测洁净室

之内，这需要验证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

表面微生物水平，要知道，胰酪大豆胨+卵磷

使用胰酪大豆胨+卵磷脂+吐温-80琼脂培养

脂+吐温-80琼脂培养基中所含有的卵磷脂+

基（即TSAWLP）做表面微生物监测，一定

吐温-80是定量的，这就意味着，使用这款可

要有验证数据的支持。

以消除消毒剂残留的培养基，所能够降解的
消毒剂残留必定是在一个规定限度以内的。

结语

所以，在没有确认所使用的季铵盐类消毒剂

洁净环境微生物监测，必须在消除了洁

的残留限度时，就盲目采用，同样会产生

净环境中存在的抑菌或杀菌物质后，才可以

“假阴性”结果。还有些制药企业在清洁消

监测出洁净环境中微生物的真实水平，避免

毒时根本就没有用到季铵盐类的消毒剂，就

出现“假阴性”结果。

作者简介
柴海毅（1963—），男，上海诺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拥有20年跨国制
药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制药企业实验室管理工作经验，擅长无
菌检验、非无菌药品微生物检验，在微生物偏差调查、洁净室环境监测方案、
培养基模拟灌装方案的设计和实施等方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成功
研发并生产出国产成品培养基，在抗生素生产环境监测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12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精益生产在制药企业的运用
■■ 赵

明

■■ 陈昌邑/推荐

摘要： 精益的粉体处理和加工是以最低的单位生产成本获取最高的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为了
适应白热化的竞争，制药企业需要不断改善整体工艺流程，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利
润，改善资金流，保障产品安全。
关键词： 粉体处理；精益生产；固体制剂工厂；中转料仓；锥型阀技术；制粒机；粉体混合

在制药行业，精益概念一

工厂，最初设计为生产单一产品，而没有考虑今后频繁的原料

般被用于降低生产成本，实际

更换及产品多样化。一开始尚有剩余人力，但随着产能上升、

上它的益处还涵盖设备利用率

产品线更换及清洗需要，人力成本大幅提升，这样的情况只会

提升、库存降低、管理更高效

愈演愈烈。即便在今天，很多设备及工厂的设计都没有将产品

等。如果要达到“精益成功”

线更替作为考虑因素，最后被迫无可奈何地“集中生产”“应

的效果，那么就必须在厂房设

急生产”，所导致的后果是由于库存积压，最终事倍功半。

计之初将这一理念融入进去，
考虑未来整体厂房的修缮及层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IBC料仓，在一个灵活的环境内可以做
到快速批次更换，所有作业都独立进行，避免互相干扰。

高的局限性。

二

一切基于粉体

一 连续生产对比批次
生产

性佳，很容易产生分层的问题，而流动性差的粉体，又容易导

关于“持续生产”和“批

致架桥，在输送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当然，这

次生产”之间的争议存在已
久，主要差异是中间环节造成
的。所以，必须就事论事，而
不是“以偏概全”。
特别是一个可扩展自动化

在固体制剂工厂中，一般的原材料都是粉体。若粉体流动

两个问题还会交叉发生。
物料分层可以通过封闭性的真空输送来解决，但引申出来
的问题就是增加清洗工序。与其这样，倒不如使用利用重力原
理的IBC料仓，亦被称为“内部处理料仓”（IPC）。使用锥
型阀技术（见图1）可以解决分层和鼠洞等技术性难题，改善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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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综合效率，立竿见影地节约了原本用于清

这样的投资，典型情况下原料处理量在每

洗的空间与成本。在过去，厂房设计中对于内

年3000~5000吨或每小时生产1~2批次。图2

部处理输送布局重视度往往低于建筑本身及生

展示了IBC配料线是如何灵活、自动地配方。

产设备的选择。而如今，专业的工程设计院在
概念阶段已经充分考虑到内部的生产格局。

图2

灵活配料系统

（二）造粒
虽然湿法制粒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物料
浪费，但为了改善粉体的流动性，其仍被广
泛运用。现在更好的选择——锥型阀IBC出现
了，相对蝶阀来说，锥型阀下料至下游工艺的
图1

锥形阀料仓

速度大幅提升，对设备综合效率相应也有很大

接下来，我们集中分析典型的制药工序。

改善。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高产量的生产线来
说，等于额外增加了80小时的造粒时间。

（一）配料

相对而言，干法制粒机运用更广泛，这种
方式显然更节省能源，可控性比快速运转更为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配料都是由人工完
成的，其中包含投料、复配等。制造执行系统
（MES）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配料是否准

重要。而锥型阀IBC的出现，可以在最初控制
粉料的均匀度，保证下料至造粒机之前所有的
粉体不会由于密度不同而架桥。

确，但其效果不够直观，且无法监控操作误
差。自动配料系统虽然可以保证生产质量，但
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只有高速运转，单一产
品工厂或大型多品种（仿制药）工厂才能负担
全自动或半自动配料线，达到预期投资回报率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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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
IBC混合机的混合都通过料仓进行，原料
完全被密闭在料仓内，避免了交叉污染。批次
之间不需要耗费时间清洗，大幅节约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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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正做到并行工艺之后，设备综

特的片剂工厂主要产品为康士得（Casodex）和可

合效率显著提升。IBC有不同规格（从

定（Crestor），为了做到安全生产，该工厂使用领

500升至3000升），即便批次大小不

先的尖端技术来提升防护等级。通过一系列的评估测

同，一台混合机（见图3）就可以满足

试之后，它选择了英国某公司的锥型阀中转料仓系统

不同的混合需求。

来处理各个生产环节的批次存储、转运及输送。
生产步骤如下：
★ 高防护等级的独立区域完成原料投料（见图
4）；
★ 制粒及流化床干燥——IBC料仓来完成输送；
★ 粉碎——用IBC来控制粉碎步骤的喂料；
★ IBC混合——配合近红外光谱过程与分析技术
（NIR PAT），确保混合均匀性（见图5）；
★ 压片——IBC将原料集中输送至压片机；
★ 片剂包衣及包装——片剂输送通过IBC进行。
使用英国某公司锥型阀系统的关键优势如下：

图3

混合机

（四）压片及胶囊充填
所有的粉体处理难题都在这个工序
上出现了。鼠洞或者架桥通常需要人工
操作来解决，但长此以往，设备的效率
受到极大影响。

三

案例精选

★ 高效能——所有现有或未来增添工序的下料
步骤都使用IBC料仓完成；
★ 真正做到自动离线清洗——无需拆卸，符合
多品种生产线要求；
★ 满足防护等级需求；
★ 避免鼠洞。
英国公司提供的防护等级解决方案将职业接触极
限（OELs）降低至1~10μg/m 3（平均允许浓度/8
小时班次），而随着配合本身通风系统及/或二次
集尘系统，进一步将接触极限降低至1μg/m3。

阿斯利康是国际领先的知名制药公

使用简洁、可靠的解决方案，符合制造公差的

司，主推产品包括抗癌药物、心血管疾

规范，不需高精度加工或机械精准指导系统。这个方

病药、消化系统药物、神经科药物等。

案也融合了内部清洗喷嘴做到百分之百离线清洗，而

作为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公司，其一直

氮气吹尘则通过“自平衡”转移有害粉尘取代真空

致力于在符合最高级别的安全卫生标准

除尘。其测试中心配备全系列的防护等级监控“无尘

与市场监管的前提下，减少复方药的生

室”环境下，使用IBC下料及填料设备，接触极限值

产周期。

小于3μg/m3。众多世界知名制药集团在通过一系列

2003年9月建立的德国普兰克施塔

测试之后，纷纷采用了这种技术精湛的解决方案。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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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四

阿斯利康——下料站、提升机

图5

阿斯利康——挂壁式混合机

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始厂房设计或划分空间以前，就必须考虑到粉体处理的各个

方面。足够的空间利用就能很好地使用IBC，通过重力下料。空间的具体大小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即使将来产能提升，亦能通过“穿楼”设计来满足新的需求，
真正做到“精益”。

作者简介
赵明（1974—），男，上海人，精益生产师二级，法国马赛波尔
多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迈康中国及东北亚总经理，研究方
向为粉体精益加工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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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完整性及其在过滤系统
中的应用
■■ 王振华

摘要： 数据完整性作为制药质量体系确保药品质量的基石，目前已成为国内制药行业
最热门的话题，数据完整性不合格的问题也多频次地出现在FDA及欧盟Eudra GMP
警告信中。2015年1月，MHRA及FDA相继将《数据完整性指南》列入年度计划；
在国内，部分药企已从整个生产工艺、检验方法、设备管理等方面来完善数据管理制
度，这对药品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数据完整性的意义在于：保证所有
数据真实，没有损坏或残缺，能够反映整个过程，以保证产品质量。
关键词： 指导原则；无菌过滤；在线清洗；灭菌；完整性检测；审计追踪；发展趋势

一

数据完整性的定义

2. Legible（清晰的）

数据完整性是制药质量体系确保药品质量的

采集的数据可被他人阅读和理解，应以国际

基石；需要结合国家药典及GMP标准根据产品

通用文字、数字、公式算法、单位等来描述参数

风险等级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以保证数据完

及结果。

整性的要求。
数据包括生产数据、检验数据、包装数据。
数据生成：手工记录、打印记录、电子记

3. Contemporaneous（同步的，与操作同
步生成/录入）
数据应当在产生或观察的当时被记录，且在

录。
主要强调：真实、完整、规范、逻辑。
关键：建立有效证据链，保证数据全面、真
实、准确。

二

数据完整性的指导原则

一定的时间窗内输入数据库，即数据的时间性标
识。

4. Original（原始的）
第一手数据，未经转手的，数据首次被记
录，或可以被追查到原始数据。

（一）ALCOA
5. Accurate（准确的）
1. Attributable（可追溯的）
可鉴别采集信息的来源，如受试者、输入
者、外源数据等。

与实际操作相一致的，无主观造假或客观输
入错误，数据记录和计算、分析等转换过程是正
确、可靠的。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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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EA

三

1. Complete（完整性）

（一）在线清洗

所有的数据都存在，如所有检测
结果都被保留，包括原始数据。

过滤系统中常见工艺步骤

在线清洗（见图1）有助于消除活
性成分的交叉污染，降低或消除微生物
对注射剂的污染，常见工艺为循环冲

2. Consistent（一致性）

洗，且需要做清洁验证。

数据没有矛盾或差异，如使用标
准化的数据，且整个数据链无逻辑错

在线清洗过程需要验证以下化学
指标。

误。

第一，外观检查情况：目检无可
见异物，其内、外表面应清洁，无痕迹

3. Enduring（持久性）
数据可被保留所要求的时间长度
（生命周期）并可在需要时恢复，如硬

残留，表面颜色与其本色一致。
第二，冲洗水理化性质：检查冲
洗水与注射用水理化性质一致，如电导

盘、U盘、SD卡、纸质记录等。

率、TOC、PH等。

4. Available when needed（可取
性）
在数据生命周期内，一旦要求，
可以及时获取，如数据回顾、审计、检

第三，微生物指标：细菌内毒素
指标小于0.25EU/ml；细菌、霉菌和
酵母菌总数每100ml不超过5个。
第四，化学检测指标：100ml最终
清洗水中最大允许残留量小于10ug。

查等，并可提供给管理机构。

完整性测试仪
无菌气体
物料
灭菌蒸汽

去设备
CIP

图1

在线清洗控制示意图

注：阀门黑色为关闭，白色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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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灭菌
在线灭菌（见图2）即利用饱和蒸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杀死微生物及芽
胞体，灭菌时必须使用洁净蒸汽，即必须使用纯蒸汽发生器产生的饱和纯蒸
汽来对整个系统进行灭菌操作。
第一，操作过程：进汽排气→灭菌→进气排汽→冷却干燥。
第二，操作要求：温度为121℃；时间为30min。
第三，注意事项：此工艺非常关键，在121℃的高温下，系统异常脆
弱，操作不当很容易灭菌失败、损坏滤芯及烫伤操作人员。因此，在此
过程首先必须注意冷凝水及阻滞空气的排放，从而保证灭菌的可靠性；
其次，要通过阀门的开关及大小来控制滤芯上下游的压差，以保证滤芯
不会变形、破损等；最后，是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执行，以保证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完整性测试仪
无菌气体
物料
去设备

灭菌蒸汽
SIP
图2

在线灭菌控制示意图

注：阀门黑色为关闭，白色为打开。

（三）在线过滤器完整性检测
完整性检测（见图3）是生产过滤前最后一道检测工序，也是对生产
安全控制的最后一级保护屏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此过程执行
标准直接影响产品的安全风险，要满足在线检测，仪器必须是自动完整
性检测仪器。

1. 常见测试方法
常见测试方法包括起泡点法、扩散流（前进流）法、保压法、水浸
入法（见图4）。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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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测试仪
无菌气体
物料
灭菌蒸汽

去设备

完整性测试

图3

在线完整性检测控制示意图

注：阀门黑色为关闭，白色为打开。

扩散流法

测量压力衰减

在

上
游

充
满

加压并保持

装

上
干

的
滤

芯

水

起泡点法

压力导致折叠式滤膜进一步压缩
现象是有一定的水流

0 Time (min) 10

水浸入法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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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测试方法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20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2. 各种方法优点、缺点对比
（1）目前，起泡点法、保压法、扩散
流法均为亲水性滤芯的检测方法。起泡点法
截留截留

测试简单，时间较短，但只能定性好与坏，
对于过滤面积较大的过滤器（多芯如5芯20

吸附截留

图5

膜表面截留

图6

膜内部网络截留

架桥截留

寸以上）方法不适用；保压法所测结果为压
力衰减的压力变化△P，此值为扩散流检测
方法的过程值，因此目前已多被淘汰；扩散
流法目前为亲水滤芯的推荐检测方法，扩散
流法所测结果为气体流速，可相对定量，通
过结果的大小可大致判断滤芯膜的开孔率、
有效过滤面积、孔隙率等，而且适用于多芯
检测。
（2）疏水性滤芯的检测目前有两种方
法：用有机溶剂做润湿液的起泡点法，还有
用注射用水（纯化水）做测试液的水浸入
法。水浸入法彻底解决了起泡点法的残留、

（2）惯性碰撞：颗粒在流动流体中具

污染及安全的问题，目前水浸入法已成为疏

有质量和速度，当流体和颗粒通过介质时选

水性滤芯检测的首选方法。

取阻力最小的通道流过，并顺着纤维结构改
变，位于流体中心或接近此处的颗粒投向和

（四）产品过滤

撞击到纤维上而被分离出来。
（3）扩散拦截（布朗运动）：由于小
颗粒和液体分子频繁碰撞，以不规则的形式

1. 过滤作用
依靠介质的拦截作用，去除药液中的有
害物质。

沿着流体动线运动被分离出来被称为“布朗
运动”，对于越小的微粒运动越显著，小于
0.1μm（微米）的粒子主要作扩散运动（见
图7）。

2. 过滤机理

真实路径

过滤机理包括表面拦截、惯性碰撞、扩
散拦截，药液过滤多为前两种。
（1）表面拦截：流体中的颗粒大于等于
滤材孔径时，受到孔的拦截而被截留（筛分原

直观路线

理），搭桥现象截留小于滤材微孔的颗粒，不
规则颗粒等也可被截留（见图5和图6）。

图7

孔道内部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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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过滤的因素
影响过滤的因素包括预滤微滤的设置、
过滤压力、温度、管道设计。

四

数据完整性对过滤系统的要求

（一）数据完整性的指导原则

（二）过滤系统中各工艺步骤的数据
组成
1. 在线清洗
执行人员、日期时间、管道压力、温度、
冲洗水理化指标（电导率、TOC、PH等）。

2. 在线灭菌

根据数据完整性的指导原则我们可以将
其要求总结为以下几点并做具体规范。

执行人员、日期时间、管道压力、温
度、灭菌时间（满足温度条件下）。

第一，人员信息：主要为方便数据追溯
及责任追踪，监测设备需具备电子签名以规
避人员主观因素。
第二，时间标识：时间标识在整个数据
产生过程中异常关键，它可以保证数据实时

3. 完整性检测
执行人员、日期时间、滤器滤芯参数信
息、批次记录、产品信息、测试结果。

与真实，因此，监测设备需要设置系统内部
时钟，且使用方不能有修改权限，生产方有
修改权限，修改的同时必须生成日志以便于
审计追踪。

五

审计追踪
审计追踪是一系列有关计算机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及人员操作等事件的记录，用

第三，数据完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以帮助我们从原始数据追踪到有关的记录、

工艺所要求控制及监测的数据必须有记录，

报告或事件，或从记录、报告、事件追溯到

以便于整体评估、问题分析及追踪查询。

原始数据。审计追踪作为建立数据完整性的

第四，逻辑正确：产生的所有数据，

标尺，它的功能主要是规范企业数据管理制

在时间顺序、数据结构以及各数据项之间必

度，监督做假行为，以保证满足数据完整性

须符合逻辑。目前，在整个工艺执行过程中

要求。

会有许多设备，各监测设备之间也会存在差

审计追踪的设备分类及数据形式如下。

异，因此，行业将会向集成化及系统化方向
发展。

22

1. A类：无软件的

第五，数据准确：在这里数据包括输入

简单的、不可配置的“仪器仪表、在线

参数及生成数据，参数的正确输入可通过预

传感器、测量工具”直接测量或显示数据，

定方案及输入者权限设置来达到要求，生成

人工读取手动记录到纸质上，形成纸质的记

的数据应及时记录，如设备可以自动打印且

录，可以直接作为原始记录存档，被称为

不能修改，保证数据客观真实。

“手写记录”，如PH计、电导率仪、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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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类数据最容易做假，所以在数据完整

检索、恢复、计算、处理、输出、引用、失

性的要求下，将会被逐渐取缔，此类仪器将

效、修改、删除……”等过程的，审计追踪

升级为带存储及自动打印功能。

功能只是对“数据事件”的一种记录，以便
于“数据事件”的监管及规范。审计追踪过

2. B类：简单软件的嵌入式系统
一般的、可配置系统的“仪器仪表、
测试工具、微机系统”通过“仪器参数的设
置、软件程序的计算”生成可显示的数据，
并直接打印在纸质介质上，形成纸质的记
录，可以作为原始记录存档，被称为“打
印记录”，如过滤器完整性测试仪、紫外
分光光度计、渗透压仪、在线TOC等。此
类设备的数据管理目前相对简单，对数据的
存储、删除、备份无明确规范，人为参与较
多。所以，此类仪器需增加权限分级管理，

程应对不同的药品及不同数据属性对产品质
量影响程度的风险进行评估，以决定审计追
踪的深度及广度。但设备本身受科学技术发
展的局限，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技
术手段来降低“做假”行为，由此可知，人
员因素异常关键，我们应该对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及教育，以提高其职业素养，自觉诚
信！ 同时，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让企业
“不需要”做假上！而不是一味地利用硬
件措施和技术手段去限制企业“不可能”
做假！

规范执行人员信息，根据执行人员职务及责
任的不同，赋予不同操作权限；还需增加设
备使用及数据操作日志，以便于审计追踪、
数据追溯。

六

过滤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仪器设备将实现高度智能化、集成化、

系统化，过滤系统将通过PLC自动控制在线
冲洗、在线灭菌、在线完整性检测、药液过

3. C类：复杂软件的（需在PC操作系统
上完成功能设备）

滤、清洁验证等工艺步骤，在整个系统需要

复杂的、可配置系统的“仪器仪表、

TOC等采样单元，实时将数据上传给PLC控

测试工具、计算机系统”通过“复杂的参数

制台；普通的隔膜阀也将会被电磁阀、流量

设置、程序计算、数据处理”后得到的具有

阀、疏水阀等更多具体功能的阀门所代替，

一系列“动态数据或隐含信息”的数据，直

保证各工艺过程中整个系统的精确控制，尤

接打印出来的图谱或曲线，失去了被再处理

其是在线灭菌的可靠性及安全性（见图8）。

的能力，也不能对其动态数据或隐含的信息

PLC加入权限管理，实施电子签名，加

进行审核或检查，此类数据被称为“电子记

入审计追踪功能，系统中的B类、C类仪器也

录”，如高效液相、离线TOC、生产管理系

应该同时具备审计追踪功能，通过数据的逻

统、质量管理系统等。

辑性，在相互协同工作的同时也起到相互监

审计追踪功能并不是用来“控制”数
据的“采集、录入、存储、备份、转移、

的地方将会分布电导率、压力、温度、PH、

督的作用。
规范行业标准，在一些需要输入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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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中，尽量通过二维码、条形码等自动方式录入，尽量避免人为手动输入，数据存
储、打印、保存、备份、上传都应由设备自动完成，且设备应具备足够的存储空间，
以保证所生成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可作为最原始数据随时被追溯查询。

外接气源

数据通讯

PLC终端

V6.0
空气过滤器

压缩空气

1

灭菌蒸汽

2

物料

3

5

PLC终端

9

PLC终端
10

6
压力、温度采集

电导率、TOC、PH数据采集

4

8
7

去灌装设备

11

压力、温度数据采集

PLC终端

图8

七

除菌过滤系统的发展趋势

结语
以目前行业发展水平来看，过滤系统仍

处在相对人工的状态，许多动作还需要手动
操作，各仪器设备也只能实现基本功能，多
数无审计追踪，尤其过滤前的灭菌工艺，滤
芯的灭菌仍有大部分企业采用离线的方式，
使产品存在较大污染风险，所以，数据完整
性在过滤系统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与

参考文献
［1］MHRA GMP． Data Integrity Definitions and
Expectations．
［2］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附录
《计算机化系统》和《确认与验证》．
［3］C F R 2 1 1 ． 6 7 - E q u i p m e n t c l e a n i n g a n d
maintenance．
［4］《中国药典》2010版， Appendix ⅧR TOC
method for pharmaceutical water （Purified
Water，Water for Injection）．

完整的审计追踪体系还存在较大差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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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需要我们业内人士共同努力，提升科

作者简介

学技术，建立科学的方法，完善质量管理体

王振华（1987—），男，山西人，现任北京钮因华

系，尽早达到数据完整性的要求，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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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证药品质量，以益民生！

器完整性测试仪在数据完整性要求下的审计追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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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在线自动化蒸汽灭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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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卫生级多通道
隔膜阀的设计分析
■■ 杨红强、黄文博、唐飞继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体式卫生级多通道隔膜阀的概念、发展、
设计思路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关键词： 多通道隔膜阀；GMP阀

一

概述

二 GMP标准对阀门及管道的要求

新版GMP的实施，推动了中国无菌药品

新版GMP对药厂要求更为严格，尤其对

生产相关设备的飞速发展，对于阀门管道制

注射用水等系统的建造实施提出了新的更加

造厂在制造及阀门改进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推

严格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具体到管道及阀门

进。卫生级隔膜阀作为最能方便彻底进行清

可归纳如下。

洗和消毒灭菌的阀门，由于其自身结构的特
点，被广泛应用在生物工艺、细胞培养、色
素分离、CIP系统、纯水系统、化妆品、发
酵、精细化工、食品饮料、注射用水等各个
方面，尤其医药行业新版GMP的颁布与实施
后，隔膜阀便成为医药行业的宠儿，被大量
使用，其设计改型则更为普遍。一体式卫生
级多通道隔膜阀的出现更是在GMP的原则下
将阀门与管道集成化，合并为一整块包含几
个通道甚至几十个通道的阀门，其按照用户
的要求，为用户量身定做，可提供高度灵活
的工艺解决方案。

第一，水平管道应保证0.5%~1%的斜
度，保证管道系统自排尽的功能。
第二，系统的设计应该避免产生死角，
尽量避免出现盲管，如不能避免，盲管至少
满足≤3d的原则，以防止水滞留而滋生细菌
（见图1）。
第三，对于管道阀门材料必须符合
ASME BPE标准，严格控制部件硫含量在
0.005%~0.017%之间，明确定量地规定了
多种表面处理方式和表面粗糙系数。
第四，管道系统尽可能地使用自动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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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手工焊和卡箍连接。
第五，高洁净的系统所使用的阀门必须
是符合标准的隔膜阀。
第六，隔膜阀膜片尽量采用EPDM+
PTFE的复合膜片，这种复合膜片具有耐高
温、耐酸碱、耐有机溶剂等诸多优点。

的数量增加等都不符合标准要求，同时增加
了微生物生长的风险。所以，市场需要一种
既能满足GMP要求，又能节省空间，减少
焊道的管道系统。多通道隔膜阀应用创新的
设计理念，与现代机加工工艺CAM系统有效
整合，利用五轴加工，实现各种为用户量身
定做、提供高度灵活的工艺方案，设计上取
消了管道及管配件，采用一体式多个阀腔组

L

φd

合，阀腔之间均采用自排尽方式，这样既解
决了焊道问题，又避免了死角，非常适合目
前药厂各种系统使用。

（一）一体式多通道隔膜阀的优点
第一，减少了大量的接头、管配件及焊
图1 阀门中心到主管道内壁的长度L与支管内径d的比
值L/d≤3

三 一体式多通道隔膜阀的特点及
设计
卫生级隔膜阀由于其本身特点，在制药
行业中，算是一种最方便清洗和消毒灭菌的
阀门，而且几乎无死角。过去隔膜阀在传统
的使用中只有直通式的（一位两通）阀体，
为此，在工厂实际使用中，不得不采取妥协
的方法来实现复杂流体控制及工艺路线。比

道数量。
第二，结构紧凑，节省安装空间。执行
器和反馈信号与普通直通式隔膜阀共用，可
以更有效地节省空间。
第三，可以实现多个不同通径的组合。
第四，多个阀腔组合具有最优化的自排
尽功能，以及零死角的设计。
第五，采用一整块料加工，节约成本。
第六，根据用户需求和生产流程，可提
供任意形式的多通道隔膜阀，实现不同的工
艺要求。

如，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对不同的工作
介质、CIP和SIP的系统控制，就得利用数个
管件、管配件和接头将若干个隔膜阀焊接起

26

（二）一体式多通道隔膜阀的设计实例

来。这种焊接方式组成的管道系统，虽可以

多通道隔膜阀主要被运用在管路分配

满足用户平时的使用，但不符合GMP对于

系统、工艺用水点、取样、转向、混合、旁

阀门的要求。比如，焊道太多、接头及盲管

路、排放以及SIP/CIP工艺方面，而多通道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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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阀的设计、定型过程，主要是通过设计

2. 用水点带灭菌阀

方与用户双方团队相互积极配合，才能实现
正确的介质流向、排空功能以及受安装限制
的工艺设计要求。以下介绍几种比较典型的
多通道隔膜阀的应用。

用水点阀或者T形阀，支路通常在使用
过程中需要取样或者使用后需要在线灭菌，
这种情况就需要在支路再增加一个小阀供灭
菌时使用。根据图3的工艺简图，我们按照传
统的设计理念，只能按照图3中的b焊接，而

1. 用水点阀
在制药用水循环系统中经常会用到U形
弯焊接隔膜阀作为系统用水点的阀门，其主

按照我们T形阀的思路则可以设计为图3中的
c，焊道数量由3个减少为1个，而且实现了
零死角、少残留的理念。

要作用是用来分流分配、工艺用水点、取样

然而，用水点带灭菌多通道隔膜阀的设

等，传统的方法是用180°U形弯焊接隔膜

计理念是根据实际的工艺路线及客户的使用

阀，并且保证满足3D要求，如图2（左），

方式综合在一起，设计出一体式用水点带灭

虽然可以减少L尺寸，减少死角或者盲管长

菌多通道隔膜阀，如图3中的d，直接省去了

度，但不能完全避免水滞留而滋生的细菌，

所有焊道，极大地节省了空间，并且各个通

尤其是小尺寸阀门。然而，通过集成，将隔

道之间也采用自排尽方式。

膜阀与U形弯合并在一起后，如图2（右），
此种形式是通过将直通隔膜阀改形为T形隔膜
阀，然后两端焊接弯头，形成用水点阀，尺
寸L≈0，因而被称为“零死角用水点阀”。

a

改形后的阀门虽然没有减少焊道的数量，但
是在卫生死角上有了明显的改善，利弊比对

图3

b

c

d

用水点带灭菌阀

该阀门（比改形前）更适用于制药用水点，
未来必将有很大的市场。

3. 常用GMP阀改进为多通道隔膜阀
GMP阀具备符合GMP要求、节省空
间、节约成本等优点，目前在医药行业很受
欢迎，如图4中GMP阀改进为多通道隔膜阀
后，可以减少焊道，减少死角，但重量及成
本有所增加，所以，国内客户多倾向于使用
改进前焊接形式的阀门，而疫苗、细菌培养

图2

用水点阀

等行业则更倾向于多通道式的阀门，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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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体材质致密，比铸造的阀门在微观上更加

需求设计，它的设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洁净，焊接式的阀门虽满足3D，但存在死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阀体独一无二，具

角，没有多通道隔膜阀的零死角洁净。

有针对性，每个阀座之间的距离被设计为最
小，以下为几种按照现场工艺设计的多通道
隔膜阀（见图6和图7）。

图4

GMP阀

4. 层析分离多通道隔膜阀
层析分离多通道隔膜阀又称色谱阀（见
图5），主要应用在色谱分析法中，色谱分

图6

三位五通

图7

四位六通

析是一种以分配平衡为机理的分配方法。色
谱体系包含两个相：一个是固定相，一个是
流动相。当两相相对运动时，反复、多次地
利用混合物中所含各组分分配平衡性质的差
异，最后达到彼此分离的目的，从而达到分
析各相的目的。此种色谱阀被广泛应用在细
胞、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等行业，其特点是
无菌、易切换、占用空间少，阀门控制反馈
系统共用于多通道隔膜阀，更便于用户总线
控制。

（三）多通道隔膜阀的设计注意点
第一，需根据客户现场实际生产工艺要
求进行设计。
第二，注意每个管口的方向必须符合实
际正确的介质流向。
第三，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受安装、使用
空间及方位限制的现实。

图5

色谱阀

5. 其他多通道隔膜阀
多通道隔膜阀主要是根据客户实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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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根据管口的方向，设计水平管路
时必须保证水平自排尽（见图8）。
第五，各阀座之间的距离必须设计得尽
可能小，以减少重量，降低成本。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第二，目前国内制药行业大多数客户偏
向于铸造直通隔膜阀和T型隔膜阀，而国外
客户则更多地偏好锻造隔膜阀或者多通道隔
膜阀。究其原因，是锻造的隔膜阀本体更致
密，在微观上比铸造的阀门更洁净。所以，
锻造的阀门多数用于疫苗、细菌培养等关键
位置。
图8

四

水平管路自排尽设计

多通道隔膜阀的现状
目前，国内阀的加工工艺不断提高，设

第三，阀组组合比较少的多通道隔膜阀
成本偏高，也是影响国内市场应用的主要因素
之一。所以，后续设计与加工制造还需不断完
善，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计也日趋成熟，多通道隔膜阀的产能已经基
本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由于国内行
业标准要求偏低，客户更喜欢既符合标准要

五

结语

求又能勉强使用的铸造直通隔膜阀和T形隔膜

综合多通道隔膜阀的优点与现状，我们

阀，使得多通道隔膜阀遭到冷遇，其主要问

不难看出，多通道隔膜阀优点大于缺点，其

题如下。

具有零死角、自排尽、节省空间、高洁净、

第一，多通道隔膜阀的设计、定型过

减少接头焊道数量及多个阀门组合成本低等

程，主要是通过设计方与用户双方团队一起

特点，所以，多通道隔膜阀将会有很大的市

积极相互配合完成，目前国内制药行业（药

场。但是，身为阀门制造商，应该在推广多

厂）、工程设计单位与阀门设计单位之间的

通道隔膜阀应用的同时，保证自身的质量，

配合相互脱节，因此，导致多通道隔膜阀设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设计出更符合客户要

计生产上的滞后。

求的多通道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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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是医药及其装备行业
技术创新的助推器
■■ 郭维图

摘要： 药物包括原料药和各类药物制剂，其生产过程需要各类生产装备，需满足不同
工艺与相应的生产环境要求。原料药如化学合成药，所使用的原料，有易燃易爆的、
有毒有害的、带有腐蚀性的，其生产过程中需防止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以及对生产环
境造成污染；药物制剂，则需要最少人工操作、符合GMP要求的装备，以及在最少
人员、相应的洁净环境下进行生产，以确保产品质量的安全与稳定。为满足上述要
求，其生产设备需要一机多能、高产优质，需要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去完成。因
此，缩减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生产成本的急剧攀升、确保生产安全、防止污
染及差错，采用智能化机器人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制药装备的现代化有赖于机加工
水平的提高，将摆脱人工作业，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技术取代群体的繁重体力
劳动，进而提高机加工精度和产量、降低装备成本，以满足制药业要求。
关键词： 原料药；制剂；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

一 运用智能技术是时
代发展与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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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

历史性的机遇。2013年，世

断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界制造大国——德国，启动了

构建以智能制造为特征的新型

“工业4.0”；2015年，我国

采用先进的智能技术、提

制造体系迫在眉睫。在最近的

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中

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是当今

二三十年间，世界进入“智能

德在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工业发展的主流，2015年5

时代”，我们能否进入国家发

上有异曲同工之妙。2016年10

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

展的快车道，医药及其装备行

月，第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2025》，部署全面推进制造

业能否跟上形势的发展，取决

北京召开，围绕世界机器人研

强国战略，明确要求大力发展

于采用“智能技术”的“深、

究和应用重点领域以及智能社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浅、快、慢”，我们应该抓住

会创新发展，开展了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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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并进行了最新成果

械加工、电子、军事、采矿、

用，推广机器人的应用技术，

展示，搭建了国际协同创新平

核能、石油、航空航天、医

推动企业的转轨，本文对机器

台，这无疑大大推动了智能机

药、服务、娱乐等领域。

人在医药生产和制药机械设备
加工中的应用进行简单介绍。

器人在中国的推广应用。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生产中一些
单调、频繁、重复、繁重的长
时间作业，或是危险、恶劣环
境下的操作，以及高度洁净无
菌环境的岗位，需要智能化的
机器来替代人工作业。同时，
由于人工成本不断增高，导致
企业负担沉重。这成为工业发
展的瓶颈，工业机器人则成为
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

（一）机器人的诞生与发展

（二）中国机器人的发展过
程与差距
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70年代的萌芽
期；80年代的开发期；90年
代的适用化期。从机器人诞生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机器人
技术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
发展过程。我国先后研制出了

二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目前，在我国，从工业机

器人应用市场份额方面来看，
汽车工业的零部件加工和组装
占60%以上，电子行业也占有
较大份额，食品行业占3%左
右。工业机器人在疾病诊断、
外科手术领域也有开发性应
用，但在医药生产方面的应用
则刚刚起步。

点焊、弧焊、装配、喷漆、切

20世纪50年代末，在机

用途的工业机器人，并实施了

（一）机器人在医疗方面的
应用

械手和操作机的基础上，美国

一系列机器人应用工程，形成

在国外，机器人在医疗

采用伺服机构和自动控制等技

了一批机器人产业化基地，这

领域的应用开发进展较快，主

术，研制出具有通用性的独立

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腾飞奠定

要是使用微型电子机械技术制

工业用自动操作装置，并将其

了基础。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

造的机器人潜入人体做手术或

称为“工业机器人”。全球诸

起步较晚，与国际同行相比，

释放药物。例如，目前，日本

多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工业机器

差距依旧明显，从市场占有率

已经研制出具有实用性的微型

人使用实践表明，工业机器人

上看，更无法相提并论。很多

机器人（1cm×1cm）。他

的普及是实现自动化生产，提

工业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当前

们设想把导管插入受伤者的血

高社会生产效率，推动企业和

我们尚未完全掌握，这是影响

管中，微型机器人从导管中出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瓶

来，在外科医生的操纵下，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

颈。鉴于目前的技术差距，我

的负责注射麻醉药，有的负责

机技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

们只好从国外进口，从中吸取

修补血管。又如，美国科学家

术等快速发展，机器人技术也

有益的经验，提高机器人的智

设想研制像血球一样大小的机

得到了飞速发展。目前，机器

能化水平。为帮助医药及药机

器人，把它们成群地注射到血

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机

企业了解机器人在生产中的作

管里。它们具有辨别能力，遇

割、搬运、包装、码垛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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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血球或正常组织细胞，便绕

疗机器人公司已开发了脊柱手

在药物制剂生产过程中，提高

道而行；遇到沉积在血管壁上

术机器人、静脉药物配置机器

了单机的自动化和密闭化程度

的胆固醇或者病毒便咬碎，使

人。医院的静脉输液药物依靠

以及生产过程联动水平，有效

之变成废物，由肾过滤掉。经

医护人员手工配置，不仅有可

地解决了人为造成的差错以及

此处理，心脏病患者几周之后

能出现人为差错和药物污染，

生产环境的机械微粒和微生物

即可痊愈。预计在不久的将

也会因与化放疗药物、抗生素

微粒污染等问题。

来，将出现“智能药丸”式机

等接触危害配药护士的健康。

器人，供患者植入皮下或口服。

而静脉药物配置机器人实现了

此智能药丸由微型传感器、微型

静脉药物自动化配置，可以适

1. 爱普生机器人在药品包装
中的应用

泵和贮药囊组成，可根据微型传

应国内临床用药种类多、剂型

成品包装曾经人为污染

感器测得的血液或胃液中某种浓

广、包装复杂多样等需求。

度数据，自动地泵出适当药量，
使该浓度保持在最佳水平，或者
定时、定量地输送药物。医疗机

使用机器人。例如，在医药包

（二）机器人在医药生产方
面的应用

器人主要分为两类：手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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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现已得到重视，并已
装生产中需要全自动封装机把
片剂放入胶囊中。当手工操作
时，由于胶囊软的外皮，会产

和康复机器人。在国外，达芬奇

在医药生产方面，急迫需

手术机器人备受青睐，其优势包

要解决的难题包括：化学合成

括操作模式改变（坐着手术）、

原料药生产过程的易燃易爆；

灵巧（多自由度手术器械）、操

有毒原料、中间体投料及周

作精细（3D放大10倍影像）、

转；有毒废物的处理等安全操

解决手动腹腔镜手术器械的反杠

作问题。药物制剂生产中防止

杆效应、可实现远程手术等。因

差错、杂质与微生物污染等生

此，手术机器人更受关注。它的

产操作问题，以及成品的质量

封装机。操作员在输送带上装

出现能够显著解决医生手术中的

控制等问题。机器人应用于生

上待封装片剂的托盘，在托

一些问题，可以减少患者的痛

产过程的控制和操作在中国刚

盘被送到机器人工作封装区

苦、提高手术的精确度、降低手

刚起步，但已取得了可喜的进

后，EPSON视觉系统检测到

术的风险。康复机器人的使用也

展。例如，在化学合成原料药

每个托盘的位置并与机器人通

可以显著恢复患者的身体机能，

生产过程控制方面引入了智能

讯，装有基于RC520控制器

提高其生存质量。这两类机器人

技术，安装了温度、压力、流

的EPSON EL650机器人移动

和患者的接触更多，能够提升其

量等传感器，使用变频传输与

到托盘上并拣取多个片剂。臂

病后的恢复水平。在我国，机器

防爆气体微量检测等技术，以

端工具的一个特点是每个“手

人已应用于诊断（包括中医）、

及与PLC编程控制相结合的机

指”被独立激活，可实现独自

药房配药方面，并引进了外科手

械手操控技术，有效地解决了

把片剂拣取并放置。在拣取片

术机器人。目前，深圳市博为医

生产环境的防毒、防爆问题。

剂后，机械手旋转到放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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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高的划伤率。在JanssenOrtho LLC Gurabo，PR的
工程师设计并安装了一条自动
气封装系统解决此问题。采用
集成视觉系统更新了SCARA
机器人，特别的臂端真空吸附
工具和输送系统可配合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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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片剂放入胶囊中。这是在

此，实现智能化生产十分必

动，可能导致人体循环障碍或

该工厂第一次使用机器人，其

要。对于连续化生产而言，如

肌肉组织缺氧，造成静脉炎、

成功应用为今后的进一步应用

固体制剂，其优点是：快速，

水肿等严重后果。我国《药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工厂从

连续化生产可应用于传统的制

典》明确指出：“……存在于

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30天投

粒生产，降低不确定因素，实

注射剂、滴眼剂中，在规定条

资收益率：减少400%划伤率，

现六西格玛（6 sigma），提

件下，目视可观察到不溶性物

生产率提高，包装时间减少；

高收率（相当于增加产量）；

质，其粒径或长度通常大于

由于机器人软件简单易用，因

同时，实现低操作成本，降低

50μm”。国家规定注射剂、

而减少了培训成本。

库存和建设成本。其亮点是：

滴眼剂的生产必须符合GMP要

这几年中国在药品包装、

首先，全密闭生产线；其次，

求，药品在出厂前应采取适宜

灯检、物料输送方面也有一些

自动化程度高；最后，降低人

的方法对可见异物逐一检查，

机器人的引入。药品包装机器

工干预。使用过程分析技术

同时剔除不合格产品。目前，

人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PAT）需要数字化精确控

异物检测的方法有：人工灯检

低了产品成本。随着市场对小

制系统，使用模型和多变量控

法、半自动灯检法、激光射线

包装药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原

制算法，如反馈和前馈的生产

检测法、光—电（阻）检耐

来单纯铝塑包装机的功能难以

过程，了解以及使用先进的传

法、机器视觉检测方法。现阶

适应市场需求，具有高度灵活

感技术。此概念已应用于连续

段，我国90%的企业采取人工

性的Siebler机器人系列铝塑包

化的工艺流程设计，主要是工

灯检法，即在暗室灯箱的灯光

装生产线应运而生。市场需要

艺流程中在线质量控制点的设

下检查，往往会由于视力疲劳

一种既可适应不同产品、不同

计，已在制粒生产线中应用，

或精力分散造成不合格产品漏

规格、不同包装形式的高度灵

这些设计确定了生产线产品质

检。机器视觉检查法是异物检

活并保持高产能，又适用于包

量的保证程度。

查的最佳方法，是采用视觉传

装盒、包装箱的自动化铝塑包

目前，视觉机器人已经被

感、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

装设备，它所支持的传送工位

较多地应用于澄明液体的灯下

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非接触

不仅可实现包装产品的快速换

异物检测和药品包装之中。随

检测法，其原理是对由计算机

型，而且通过内置的质量保证

着GMP的实施，我国制药机械

视觉系统得到的被测图像进行

系统可确保指令的执行。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液体药

分析，从而得到所需的检测信

品灌装设备已基本实现了自动

息——合格与不合格。该方法

2. 中国药物制剂生产智能化
（过程自动化）与视觉机器人
的研发及应用

化、联动化。但是，由于生产

具有检测精度高、标准统一、

操作的原因，在灌装过程中，

检测结果一致性高等优点。液

药品中可能含有玻璃碎屑、铝

体药物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视觉

药物制剂质量事关患者

屑、橡皮屑、毛发、纤维等可

检测机器人以机器视觉检测与

生命安危，其生产过程需要密

见性异物。这些异物一旦随药

识别为基础，在不影响正常的

闭化、连续化、自动化，为

液被注入静脉，伴随血液流

安全生产过程的同时，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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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包装后液体内异物的视觉检测，并能完

产，任何微生物污染都会造成十分危险的后

成实时自动分拣剔除。液体药品检测机器人

果。2008年，诺华制药厂购置沈阳华联机

组成系统由自动定位抓取系统、高速旋转急

械集团生产的全自动无菌药品包装生产线，

停系统、图像采集与异物识别系统、机械灵

在一个长达40米的流感脑膜炎疫苗包装生产

巧分拣剔除等系统组成，检测时通过控制生

线上采用了最新款自动视觉识别机器人，它

产线上药品高速旋转后急停，采用专业的图

每分钟可处理500个注射器，完成3个独立

像采集系统对急停后自由旋转的药品拍摄连

的操作动作。这项工作以前是依靠人工完成

续多帧图像，利用序列图像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不但人工成本高，还要承担人为差错的

的连续性，检测出异物目标即识别溶液中的

风险。全自动无菌药品包装生产线的操作规

杂质。目前，进口的全自动灯检机主要来自

程如下：流感注射器经过无菌室里的检验工

德国Beidenadcr和意大利Brevtti C.E.A两

序后，被放在一个可承装100个注射器的桶

家公司。国内制药工艺、包装材料、灌装设

中输送到包装岗位，机器人首先用真空吸取

备、检测标准等情况与国外不同，国内很多

的方式去除桶盖，然后将桶中的注射器放到

医药企业由于不了解国外设备的性能及适用

皮带输送机上。这个步骤至关重要，因为桶

性，盲目引进国外的检测设备导致无法使

中的注射器价值数万欧元，只有机器人可长

用，造成退货的现象。据了解，国外检测设

期准确无误地完成这部分工作。空桶和盖子

备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小于5%。因此，组

要分别放置到各自的托盘里，在包装流水线

织我国研发机构、药机厂研制适用于国内制

上，这种定位放置一定要精确，因为在一年

药企业的高速自动化检测设备意义重大，且

生产周期内，有几百万个盖子和桶要被这样

迫在眉睫。据介绍，湖南大学电气信息工程

处理，而且GMP规范要求严格分离包装材料

学院已与有关单位合作，研究开发我国第一

及制品。视觉机器人不仅可被用于灯检，而

台灯检机器人，且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技术攻

且可从事无菌包装工作。

关，已成功开发了多系列药品检测机，其性
能可满足国内制药企业的使用要求，并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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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医药无菌生产机器人的开发及应用

效地检测出液体内异物，极大地提高了药品

在医药领域，无菌生产机器人的开发属

检测速度和质量，可满足医药自动化生产的

于前沿技术，令人振奋的是中国首台国产世

需求。此外，制药包装更新换代速度极快，

界级水平的医药无菌生产智能机器人于2016

据了解，在大输液、水针剂等产品中，我国

年2月2日成功下线。这款由楚天科技推出

已逐步采用塑料材料包装，包装形式的改变

的SFSR—2型智能机器人预灌封无菌生产

也对我们研发的机器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系统从项目立项、研发纲领、技术标准到制

此，我们应紧跟市场需求，相信在不久的将

造水平等各方面，都已达到世界级水平。据

来，多种医药检测机器人将应运而生。视觉

楚天科技董事长介绍：“该机可预灌封装一

机器人还可应用于药品包装生产线，众所周

气呵成。”在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内，智能

知，疫苗需要在洁净级别极高的环境下生

机器人预灌封无菌生产系统高速运转，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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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避免在新一轮发展中
被淘汰。

4. 借助机器人实现药品储存的现代化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GMP认证，过去分
散性、粗陋型的小型企业有的被淘汰，有的
通过重组、转轨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随着产
量的迅速增长，传统的靠人工搬运、码垛的
平面存放方式已向自动化、智能化立体化仓
的机器手快速舞动，现场几乎听不到噪声，

库转变。大型企业大多建设了自动化立体仓

只有电脑屏幕上各种数据在闪烁。据悉，该

库。自动化立体仓库，是物流仓储中出现的

机器人主要用于包括无菌化学药、生物药、

新概念。利用立体仓库，可实现仓库高层合

血液制品在内的无菌药品的生产制造，是所

理化，存取自动化，操作简便化。自动化立

有药物生产中难度最高的。在确保无菌条件

体仓库是当前技术水平较高的形式。自动化

的同时，如何提高制药装备的生产质量和生

立体仓库的主体由货架、巷道式堆垛起重

产效率一直是困扰世界医药工业界的难题。

机、入（出）库工作台和自动运进（出）及

该机器人的问世，将推动国内无菌药品的生

操作控制系统组成，管理上采用计算机及条

产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无菌条件得以大

形码技术。医药生产是最早应用自动化立体

幅提升的同时，将大幅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

仓库的领域之一，1993年广州羊城制药厂

效率。据悉，楚天科技首创的无菌药品生产

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医药生产用自动化立体仓

线机器人即将参加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世界级

库。此后，吉林敖东、东北制药、扬子江制

的美国国际制药工业展（interphoex）。

药、石家庄制药、上药集团等数十个企业成

SFSR-2型智能机器人在样机试制阶段，

功地应用了自动化立体仓库。为了响应GSP

就已经接受了全国几十家医药企业的观摩考

认证，大量自动化立体仓库被应用到全国医

察，十多家客户已有采购意向。另据了解，

药流通领域，如国药、上药等。

湖南千山药机董事长带领公司科技人员与湖

典型的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均采用大型

南大学分工合作共同研讨“医药自动化生产

的数据库系统（如ORACLE、YBASE等）

线产品质量视觉检测机器人技术及应用”专

构筑典型的客户机/服务器体系，可以与其

题，为该公司针剂药品无菌包装生产线配套

他系统（如ERP系统等）联网或集成。其优

质检与包装机器人。目前，引入全自动智能

点如下：其一，节约仓库占地面积，使仓库

化、连续化的生产技术是大势所趋，采用机

的空间实现了充分的利用。在提倡节能环保

器人作业，实现高效能、高质量是医药工业

的今天，自动化立体仓库在节约土地资源方

的发展方向。所以，制药装备行业需要改变

面具有很好的效果，也必将成为未来仓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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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大趋势。其二，自动化管理提高了仓

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切切实实的

库的管理水平。自动化立体仓库采用计算机

差距。在医药生产实现智能化机器人操作方

对货品信息进行准确无误的信息管理，减少

面，我国湖南药机行业的楚天、千山等企业

了在存储货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差错，增

是制药装备行业的佼佼者。制药工业智能化

强了搬运工作的安全性，提高了工作效率。

的后盾应是制药装备行业，没有先进的装

其三，自动化立体仓库可以形成先进的生产

备，先进的制药工艺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

链，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

先进的机械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各行各业的

进步。此外，中型立体仓库则采用送货机器

先进设备。发达国家智能化的机械制造业是

人和码垛机器人，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货

其他产业智能化的先行者。现在，发达国家

物运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在机械产品加工方面已经较普遍地采用智能
加工。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已经应用

三 加快药机智能生产步伐，加速
企业转型
制药装备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创业开
始，经历了医药行业两次大规模GMP技术
改造。制药装备是发展医药工业的基础，它
的发展与制药工业紧密相连，二者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共同体。二十多年来，制药装备行
业为制药工业提供的设备从粗糙型过渡到精
细型，随着先进技术的引进，制药装备技术
含量稳步提高，单机自动化、密闭化、智能
化程度有所提高。促进医药行业GMP落到
实处，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及避免差错，减
少手工操作及人员数量，加速生产过程实现
联动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有许多
药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促进药机产品从引
进向出口转变，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
是，社会在不断进步，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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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加工，不仅工作效率高出几倍甚
至几十倍，而且产品精度、质量、性价比均
已提高，产品销路更好。可是，我们的加工
工具仍然相当原始，车、钳、铆、锻、焊依
然停留在手工操作为主的作业方式上。金属
板、块切割，表面的抛、磨、研仍然十分落
后，数控车床对于许多机加工企业来说仍
属于“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生产环境
脏、乱、差，噪音与粉尘污染仍十分严重，
工人仍然摆脱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
劳动效率低、体力消耗大、工资攀升、人工
成本高，这都是我国药机设备厂要面对的现
实，这就是差距，这就是产品粗糙、成本居
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智能化机加工是唯一的
出路，那么，先进的智能化机加工有哪些？

（一）激光切割机器人

医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联动化已为智能化

激光切割机器人已被广泛应用于机械

的机器人所取代，生产操作更加精准，生产

加工等领域，对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

效率更高，产品成本更低，产品质量进一步

产率、降低加工成本、减少材料消耗起到了

优化。发达国家采用智能化技术获得了更大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光纤传输的高功率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这是不争的事实，

光纤激光器的问世，以及工业机器人定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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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断提高，利用工业机器人进行激光切
割，是当今机器人应用领域和激光切割领域
的一大热点。激光切割机器人既具有机器人
运动灵活、柔性高的特点，又具有切割速度
快、质量好、切缝窄等优点，很好地满足了
现代制造业发展的要求。激光切割系统是
一个固定的激光发生器和一个机器人运动
序列的创新结合，将激光束引导装置完全集
成在机器人手臂中，这就需要机器人手臂具
有灵活性和高精度，最典型的是史陶比尔的
TX90L激光切割机器人。激光束以TX90L
机器人的操作为中心，在精确机械手的操控

弧焊机器人

下，激光束在工件上移动，当机器人跟踪工
件的轮廓时，激光束工作，达到切削的效
果。TX90L机器人是高精度、高柔性的六
轴机器人，其路径重复精度很高，而且在规
定的有效负荷下，其占用的空间很小。除激
光切割机器人外，焊接机器人也具有切割功
能，只需更换末端执行器即可。

（二）焊接机器人
点焊机器人

焊接机器人是从事焊接（包括切割与
喷涂）的工业机器人。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特点。焊接机器

（ISO）工业机器人术语标准焊接机器人的

人主要包括机器人和焊接设备两部分。机器

定义，工业机器人是一种多用途的、可重复

人由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硬件及软件）组

编程的自动控制操作机（Manipulator），

成。而焊接设备，以弧焊及点焊为例，则由

其具有三个或更多可编程的轴，用于工业自

焊接电源（包括其控制系统）、送丝机（弧

动化领域。为了适应不同的用途，机器人最

焊）、焊枪（钳）等部分组成。智能机器人

后一个轴的机械接口通常是一个连接法兰，

还应有传感系统，如激光或摄像传感器及其

可接装不同工具或称末端执行器。焊接机器

控制装置等。一套完整的弧焊机器人系统应

人就是在工业机器人的末轴法兰装接焊钳或

包括机器人机械手、控制系统、焊接装置、

焊（割）枪的，使之能进行焊接、切割或热

焊件夹持装置。夹持装置上有两组可以轮番

喷涂，其具有焊接质量稳定、改善工人劳动

进入机器人工作范围的旋转工作台。弧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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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通常有5个自由度以上，具有6个自由度

量转换装置，利用气体压力来传递能量。电

的弧焊机器人可以保证焊枪的任意空间轨迹

动执行元件具有调速范围广、灵敏度高、响

和姿态，点到点方式移动速度可达60m/min

应速度快、无自转现象等性能，并能长期连

以上，其轨迹重复精度可达到±0.2mm。这

续、可靠地工作。

种弧焊机器人应具有直线的及环形内插法摆
动的功能，具有6种摆动方式，以满足焊接工

（四）打磨抛光机器人

艺要求，机器人的负荷为5kg。焊接工序机
器人通常组成工作站进行工作。

（三）机器人工作站
机器人工作站由机器人、焊接电源、
水箱、焊枪、结构件、电器元件等组成。各
主要部件工作原理如下：机器人控制柜由电
源装置、用户接口电路、动作电路、储存电
路、I/O电路等构成。机器人是由伺服电机
驱动的轴和腕构成的机构部件，手腕叫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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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手腕的结合部是轴杆或关节。焊接电源

药物制剂的生产过程对卫生洁净度要求

是用380V的工业电通过焊机里的减压器降

很高。按照GMP要求，凡与药品接触的生产

低了电压，增强了电流，利用电能产生的巨

设备、管件必须符合Ra0.4洁净卫生要求。因

大热量融化钢铁，焊丝的融入使钢铁之间的

此，其表面的加工需要精度研磨或高精度抛

融合性增强。水箱，冷却机内部采用高效率

光。机械零部件的加工过程是由粗到精，打

板式换热器使水循环。压缩机使水制冷，通

磨抛光是必经的主要工序之一。现在，基本

过高压泵使水达到一定扬程。冷水不断循

上都是依靠人工操作，很多铸件需要人工打

环，从而保证了焊枪的正常温度。焊枪利用

毛刺，不仅费时，打磨效果不好，效率低，

其高电流、高电压产生的热量聚集在焊枪的

而且常常伤害到操作者的手。操作现场的空

终端，融化焊丝，使融化的焊丝渗透到需焊

气污染和噪声也会损害操作者的身心健康。

接的部位，冷却后被焊接的物体牢固地连接

打磨抛光机器人是现代工业机器人众多种类

成一体。结构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装夹工件

中的一种，用于替代传统人工进行工件打磨

的工装，主要起到对工件的定位固定作用。

抛光工作，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工件的表面打

气动元件是通过气体的压强或膨胀产生的力

磨、棱角去毛刺、焊缝打磨、内腔内孔去毛

来做功的元件，将压缩空气的弹性能量转化

刺、孔口和螺纹口加工等工作中。抛光机器

为动能的机件，如气缸、气动马达、蒸汽机

人的抛光系统由一台工业机器人实现全自动

等。气动元件是一种动力传动形式，亦为能

控制、可重复编辑、在三维空间里完成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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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作业。机器人手抓车载承重力为50～

调整加工参数，不管焊缝的形状多么复杂、

80kg，臂长1900~2150mm。抛光机具有多

不规则，都能使打磨刀具和罐体焊缝保持恒

个可用磨削接触轮，在磨削过程中，机器人

力接触，在最优状态下高效加工；程序控制

可控制砂带转速，自动调整砂带的张紧力，

完全替代人工，全自动、高效率去除焊渣、

自动选择当前可用接触轮。抛光机器人具有

焊缝飞溅，打磨焊趾咬边切口、焊缝余高，

自动位置补偿功能，在磨削过程中，可自动

有效减少焊缝初缺陷和应力集中，可大大提

探测抛光轮的磨损情况，自动调整抛光轮的

高罐体焊缝的强度，提高罐体的质量。抛光

位置，从而补偿抛光轮磨损带来的位置误

研磨是机械零部件精密加工不可缺少的有机

差。抛光机具有砂带断裂报警功能，可有效

组成，此外，机加工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设

杜绝砂带断裂后机器人空运转带来的危险与

备——机床，为了提高加工精度和成品率，

时间的浪费。抛光机器人的柔性抛光系统将

一些大中型企业较广泛采用数控机床。

具有力补偿的抛光机与机器人、传感器、控
制器组成智能制造系统。在进行复杂曲面工

（五）数控机床及其联手机器人

件抛光加工时，比普通机械式抛光加工和手
工抛光更能保证加工工件表面质量，加工出
来的产品具备高度的质量一致性，而且加工
效率可大大提高。例如，配药罐的罐体由多
个不锈钢钢板焊接而成，焊缝形状呈多种样
式，包括弧面、曲面等。焊缝的打磨清理抛
光，极不易操作。全自动罐体焊缝打磨抛光
机器人是一款六轴智能打磨机器人，以库卡
机器人为本体，灵活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融
入研究人员研发的三大智能软件系统，为机
器人加上了“人类的大脑、眼睛和触觉”，
赋予其高度人工智能性，能高精度打磨清理

数控机床是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的统称，

抛光各种复杂、不规则的焊缝；能“观察测

包括数控车床、数控镗床、数控铣床、数控

量监控”焊缝的几何形状、尺寸、位置、加

冲床、数控磨床、数控剪板床、数控车削中

工余量，能“感知”焊缝表面受到力的大

心、数控镗铣中心、数控车铣中心等。

小，“大脑”实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运
算，对路径进行纠偏和修正，边打磨边自动
补偿各种误差，能确保焊缝打磨抛光达到最

1. 数控机床

高精度，呈现镜面效果，后续无需进行人工

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机床（computer

处理。设计了先进的力控系统，赋予了机器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tools）的简

人“触觉”，能根据焊缝表面受力大小自动

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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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该控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

都需要精确度高的机床来生产，包括转盘、

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

大臂、小臂、箱体、腕体等关键零部件也是

码，用代码化的数字表示，通过信息载体输

靠机床来完成，即便人工和机械能生产出

入数控装置。经运算处理由数控装置发出各

来，也很难确保产品的精确度。核心或者关

种控制信号，控制机床的动作按图纸要求的

键零部件有丝毫的误差都会影响机器人的运

形状和尺寸，自动地将零件加工出来。数控

动和操作精度。所以，只有确保关键技术和

机床较好地解决了复杂、精密、小批量、多

零部件的精确度，机器人的应用和推广才有

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是一种柔性的、高效

技术和质量基础。机器人与数控机床的联控

能的自动化机床，代表了现代机床控制技术

需要企业双方的战略合作，机器人企业可借

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

助机床厂家的制造与工艺技术能力实现以下

品。数控机床也被称为“加工中心”，第一

目标。

台加工中心是1958年由美国卡尼—特雷克公

（1）面向机器人的本体铸件、减速机结

司首先研制成功的。它在数控卧式镗铣床的

构件，共同研究形成批量精密制造技术，提

基础上增加了自动换刀装置，从而实现了工

高机器人批量化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攻克

件一次装夹后即可进行铣削、钻削、镗削、

可靠性、一致性技术，实现高效、稳定、精

铰削和攻丝等多种工序的集中加工。加工中

密的节拍生产。

心是带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的一种高度自
动化的多功能数控机床。工件在加工中心上
经一次装夹后，能对两个以上的表面完成多
种工序的加工，并且有多种换刀或选刀功
能，从而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加工中心按
其加工工序分为镗铣和车削两大类；按控制
轴数可分为三轴、四轴和五轴加工中心。数
控机床的应用就是机械零部件的生产从手工
化到机械化，再到数字化的过程，这将进一
步提升机加工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2. 数控机床联手机器人

40

（2）面向机器人工装、夹具，机加工生
产线的集成能力，借助各大机床厂的广大终
端客户渠道资源，委托推广应用机器人。
（3）研发面向机床单机及生产线上下料
和零部件搬运、铲刮、倒角、抛磨、焊接、
喷涂（粉）等自动化、柔性化生产急需的工
业机器人，机床企业与工业机器人企业共同
研制，实现整机零部件的自动加工，推动机
床生产制造技术水平提升。
（4）工业机器人机械本体的关键零部
件，如转盘、大臂、箱体、支撑套、小臂、
腕体等，以及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均要求较

泉州华数将数控机床与机器人有机结

高，对机械加工设备、工装夹具、量检具等

合，形成了机器人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是

都有很高的要求。对于机器人减速器的摆线

高、精、尖的高科技产品，很多核心零部件

齿壳、行星针轮、偏心轴及行星架等关键零

比如伺服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减速器等

件的结构优化和加工，目前国内的加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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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螺丝锁付机器人
在装备组装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零部

生产
数控机 床

件进行组装，这也是单调、重复、繁杂的体
力劳动。自动锁螺丝机、自动送锁螺丝机、
工业拧紧系统、螺丝锁付机器人等是取代传
统手工拧紧螺丝的机器。手工的螺丝拧紧包

核心部件

括纯手工拧紧和电动螺丝刀（或者气动螺丝
刀）拧紧两种，后者通过电动或者气动的方
式产生旋转动力，以代替频繁的手工拧紧动
作，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锁螺丝的工作强
度，但由于手工放置螺丝和对准螺丝头部仍
需要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因此，整

机器手臂

体效率提升比较有限。
总之，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机械零

备、装配工艺、精度检测等还难以达到。但
是，立足使用国产数控机床及工具设备完成
相关加工，则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端精密机械
零部件设计及加工水平，促进国产数控装置
与国产数控机床的应用和发展。常州市兰生
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可以配套上下料机

部件及整体装备的加工精度与产品质量，降
低劳动成本，是制药装备企业生存的重要条
件，这只能通过提高生产的智能化技术水平
来实现。

四

结语

器人，进一步完善自动化操作。机床上下料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机器人实现机加柔性生产线将是便捷、有效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为32996台，同比

的推广方式，它可取代工人繁重的体力劳

增长了21.7%。2016年9月，全国工业机器

动，降低产品的人工成本。国内数控机床保

人产量达5728台，同比大幅增长35.1%。

有量约200万台，机器人企业首推应用机床上

从2016年前9个月来看，全国工业机器人产

下料柔性机加工生产线，将会有很大的市场

量达5.09万台，同比增长达30.8%。按照

需求，并且有利于助推机床制造、机器人等

中国机器人联盟统计的数据，2015年自主

机械零部件走向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的

品牌工业机器人共生产销售22257台，同比

生产方式，可实现过程智能控制、信息化管

增长31.3%。自主品牌的增长幅度要高于

理，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工艺管

整个机器人行业增长的幅度，但绝大多数机

理水平，推动装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提升。

器人制造企业对医药生产的工艺要求了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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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这方面制药装备企业相对占优势。据

其是机器人智能技术，以提高机加工产品质

悉，国家多部委正在联合推进建立我国机器

量，特别是产品的精度，明确制药装备一机

人产业标准、检测认证体系，首批机器人认

多能的方向。笔者认为，目前湖南楚天科

证项目已经启动，并将于近期正式发布认证

技、湖南千山在提高现有产品质量的同时，

标志和首批获认证企业情况，这有利于药机

抓住机器人一机多能的发展方向，推出了医

行业的转型升级。制药装备行业目前使用机

药行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包装机器人及质

器人的企业不多，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小而分

量检测机器人，但要制造机器人，首先需要

散、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生产造成了资源和能

提高零部件的精细度和组装能力。现在，国

源的浪费，多数企业存在转型升级问题，加

内已经有不少机器人制造企业在学习国外智

强集约化是企业面临的课题。缺少资金、技

能产品发达国家的技术的同时，加强与科研

术，企业就没有能力对产品及生产设备进行

单位、高等院校合作，跨出厂门到国内机器

升级换代。笔者建议，首先，行业协会多进

人制造企业学习，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来调

行企业集约化的引导，帮助企业走出目前的

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当前，中央一再强调加

困境。如果企业进行集约化可以集中财力、

快“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应该抓住

物力进行技术升级，也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

这个机遇，共同推进医药及其装备行业的技

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其次，多向企业推介一

术创新，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贡

些新技术，以及机械化、智能化的技术，尤

献一份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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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酚精分纯化与
在线浓缩设备的研究
■■ 赵武新、赵士铭

摘要： 本文是关于专业用于生育酚精分纯化的在线浓缩设备的研究和探
索，主要针对α-T、β-T、γ-T、δ-T四种生育酚的纯化分离以及所用
化学试剂的在线再生设备的设计和应用。
关键词： 生育酚精分；化学试剂的在线再生；短程蒸馏

一

概述

近视眼的发生和发展。

生育酚（Tocopherols）既是制药工

维生素E（Vitamin E）是一种脂溶性

业中的有用成分之一，也是食品工业中的抗

维生素，其水解产物为生育酚，是最主要的

氧化剂。H.M.Evans等人于1922年首先发

抗氧化剂之一，多溶于脂肪和乙醇等有机溶

现生育酚，由于这种物质能影响动物的繁殖

剂中，不溶于水，对热、酸稳定，对碱不稳

能力，故将其命名为“抗不育维生素”。

定，对氧敏感，对热不敏感，但油炸时维生

生育酚能够促进性激素分泌，使男子精子

素E活性明显降低。

活力和数量增加；使女子雌性激素浓度增

维生素E在自然界中共有8种：α-T、

高，提高生育能力，预防流产，可用于防

β-T、γ-T、δ-T四种生育酚，α-TT、

治男性不育症、烧伤、冻伤、毛细血管出

β-TT、γ-TT、δ-TT四种生育三烯酚。

血、更年期综合症、美容等方面。我们所
熟知的维生素E就是指生育酚、生育三烯酚
（Tocotrienols）及其具有d-α-生育酚生

外观：透明黏稠液体
颜色：微黄绿色

物活性的衍生物的总称。近年来，还发现

分子式：C29H50O2

维生素E可抑制眼睛晶状体内的过氧化脂反

分子量：430.71

应，使末梢血管扩张，改善血液循环，预防

沸点：485.9℃，76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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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率：1.495

中，需要将这些方法组合应用，才能得到所

闪点：210.2℃

要求的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产品。目前，工

天然维生素E的结构式：

业制备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一般采用脱臭馏
出物为原料，采用酯化—分子蒸馏法组合工
艺，除得到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主产品外，

HO

还可以得到植物甾醇、脂酸酯等副产物，这

O

被认为是工业制备天然维生素E较为理想的
α-生育酚

生育酚主要有四种衍生物，按甲基位
置分为α、β、γ和δ。与生育酚相关的化
合物生育三烯酚在取代基不同时活性是一定
的，但生育酚的活性会明显降低。
帮助抗氧化最有效的维生素E是δ-T生
育酚，帮助抗不孕最有效的是δ-T生育酚。
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高γ维生素E营养补
充片。
天然维生素E是从天然植物原料中提取
的，一般是从植物油精炼脱臭时的蒸馏冷凝
液中提取。因为植物油中所含维生素E在脱
臭过程随着可挥发部分一起被蒸出，最后被
蒸出的维生素E冷凝下来。所以，从蒸馏冷
凝中回收天然维生素E是比较廉价的方法。
用溶剂萃取、酯化、分子蒸馏以及吸附分离
从馏出物中提取维生素E。萃取后用甲醇或
乙醇，使脂肪酸酯化，用蒸馏法除去脂肪酸
酯，可得到50%维生素E粗品，然后经分子

采用上述工艺制备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
实际上是制备α-T、β-T、γ-T、δ-T四
种生育酚，以及α-TT、β-TT、γ-TT、
δ-TT四种生育三烯酚的混合物。根据制备
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原料的差异，所得浓缩
液组成差别较大，这样浓缩液的生物活性、
抗氧性能亦相差较大。

二 生育酚精分纯化与在线浓缩设
备的研究
天然维生素E是一种理想的体内抗氧化
剂，它能防止人体内不饱和脂肪酸及维生素
A、维生素C的氧化，起到抗衰老和健身防
癌的作用。天然维生素E还可以缓解环境污
染对人体的影响，防止致癌物游离基团的生
成，达到防癌的效果。鉴于上述奇特的功
效，天然VE被广泛用于医药、食品、化妆品
以及饲料等工业领域。

蒸馏获取70%以上的维生素E。豆油提取的

但是，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的混合物质

维生素E，含α型占10％、γ型占67％、δ

的应用效果毕竟不能像单体那样有很强的针

型占23％。在医药、保健品、食品、化妆品

对性。分离出α-T、β-T、γ-T、δ-T

等方面的应用以植物油脂、油渣、脱臭馏出

四种生育酚可以明显地提高其药用价值，当

物为原料。制备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可以采

然，同时提高了其商品价值。

用萃取法、超临界萃取法、酯化法、酶法、
皂化法、蒸馏法、硅胶吸附法及凝胶过滤法
等方法。
在实际天然维生素E浓缩液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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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育酚精分纯化方法和设备上进
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首先，进行了液相色谱分析。在紫外光波
长294nm下，得到四种生育酚谱图（见图1）。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放

1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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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DAC设备完成了生育酚

13.532

的精分纯化，在精分纯化的
洗脱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溶
剂，得到的精分纯品浓度较

18.665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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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5.965

30.632

34.165

低，需要进行蒸馏浓缩。普
22.398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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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α-T、β-T、γ-T、δ-T四种生育酚的单体，并通过了验证。
再经过工艺优化，使用DAC150制备色谱系统进行生产性制
备，按照UV检测器的峰型指示，逐一进行馏分收集，实现了生育

2400

免产品的氧化。
为此，我们做了进一

DAC设备的分流口直接连接
到多腔体短程蒸馏设备的入
口，在进行多组分在线浓缩

87.892'

56.924'

38.403'

电压(mv)

3000

就是在工序移送过程中应避

体并联的短程蒸馏设备。将

4200
3600

馏釜。同时，还有一个困难

步的试验，试制了一套多腔

24.842'

13.303'

12.357'

酚四种单体的精分纯化（见图2和表1）。

4800

产应用。如果使用蒸馏釜，
避免污染而需要使用多台蒸

使用DAC50制备色谱系统进行放大实验，通过摸索，得到了

5400

作效率低，不适合工业化生
因为纯化后的组分多，为了

四种生育酚谱图

6000

通的旋转蒸发仪容积小，工

的同时，实现溶剂的在线回

1800

收。在完全封闭的工作环境

1200
600

里，生育酚的精分纯品与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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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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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60

时间(min)

气隔离，避免了氧化现象的
产生。

图2

生育酚精分纯化报告

表1

生育酚精分纯化报告

序号

保留时间

浓度

峰面积

1

0.248

0.0007103

77189

2

12.357

14.96

1625957171

3

13.303

5.25

570455501

4

24.842

13.34

1449574298

5

38.403

8.678

942993306

6

56.924

30.74

3340235571

7

87.892

27.03

2937776538

100

10867069574

总计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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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证明，设备达到了设计要求。精分纯化系统

短、分离程度高等特点，因而能大
大降低高沸点物料和热敏性物料的

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

分离技术难度，极好地保护了热敏
溶剂01

物料的品质。尤其是用于天然保健

阀1

阀4

泵1

溶剂02

在线过滤器

粗品

阀6

阀3

M

阀5

D
A
C

摆脱化学处理方法的束缚，真正保
持其纯天然的特性。

阀2
泵2

溶剂03

品等的提取时，该分子蒸馏设备可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工业化
原料药分离纯化系统，可取代传统

阀11
馏分
05
再生
溶剂

阀10
馏分
04

其他物质
蒸馏腔体

其他物质

图3

三

阀9
馏分
03

α-T
蒸馏腔

α-T

阀8
馏分
02

δ-T
蒸馏腔

δ-T

阀7
馏分
01

γ-T
蒸馏腔

γ-T

β-T
蒸馏腔

的蒸馏、离心和玻璃层析柱，配合

UV检测器
流通池

柱后液在线浓缩技术，在提高药物
泵3
泵4

β-T

精分纯化系统工作原理图

结语
高效制备液相色谱技术是一项通过物质在两相之间的

作用力不同造成的保留时间不同而使得物质中的各组分相

有效成分收率和纯度的同时，将洗
脱液重复利用，大幅度减少化学试
剂和硅胶颗粒的排放，可有效降低
环境污染。
生育酚精分纯化与在线浓缩设
备的研究和探索及其取得的成绩，
可以作为相似天然产物或合成产品
的精分纯化与在线浓缩设备的研究
基础，也可以作为减少化学废液排
放的一种方法。

互分离的技术体系，是一种能够获得高纯度化合物的分离
技术。高效分离与纯化技术专家已经将色谱分离在理论上
从线性色谱发展到非线性色谱，从分析规模发展到制备规
模和工业生产规模。工业高效制备色谱的应用将会逐渐成
为一个新的工业操作单元，其在促进医药、生物和精细化
工工业迅速发展中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
短程蒸馏是一项较新的分离技术，能解决大量常规蒸

参考文献
［1］张彩丽，贺学礼．天然生育酚的
结构、生物合成和功能［J］．生
物学杂志，2005（4）．

馏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它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液—液
分离技术，能够在真空下操作。它依据分子运动平均自由

作者简介

程的差别，能使液体在远低于其沸点的温度下将其分离，

赵武新，男，工程师，聊城万合工业制

特别适用于高沸点、热敏性及易氧化物系的分离。短程蒸

造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制药装备。

馏具有蒸馏温度低于物料的沸点、蒸馏压强低、受热时间

赵士铭，男，研究生，聊城万合工业制
造有限公司。

46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Observation & Thoughts

包装方程式英国工业游学记
——记英国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工业之旅
■■ 陈露真、可

嘉

英国一直以来都有“制

国国家主席对英国进行了“超级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合作

造业大国”的称号，是世界上

的黄金时代。为了深入了解英国制造业的核心、展开与英国制造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享

的合作，2016年9月25日至10月4日，派姆商务咨询（上海）有限

有“现代工业革命的摇篮”和

公司组织了“包装方程式英国工业游学”活动，深入英国的机械制

“世界工厂”的美誉，“英国

造企业、检测设备制造企业、研究中心和高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并

制造”一直被认为是高品质的

参观了英国最大的加工机械与包装机械展览会——PPMA TOTAL

代名词。但20世纪80年代以

加工和包装博览会（PPMA TOTAL SHOW 2016）。

来，英国开始推行“去工业
化”战略，不断缩减钢铁、化
工、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发展
空间，集中精力发展金融、数

一

参观与访问
包装方程式英国工业游学的足迹如图1所示。

字创意等高端服务业。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给英国带来
了沉重的打击，也让英国政府
意识到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
无法持续保持国际竞争力。因
此，英国政府开始摸索重振制
造业，希望重现18世纪工业革
命时代的辉煌。
在全球经济增速不稳、贸
易形势低迷的大环境下，中英
经贸往来依旧活跃，仅2015年
上半年，中英货物贸易额就达
到367.4亿美元。2015年，中

图1

游学足迹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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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英国法恩伯勒（Farnborough），
拜访具有47年历史的洛玛集团公司（LOMA
Group）总部，它也是目前世界上食品、制药和
包装行业的著名品牌，提供金属探测器、检重机
和X射线检测系统。

第二站：英国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
拜访温克沃斯公司（Winkworth），这是英国最
大的工业混合设备制造商，在混合的应用与生产
中拥有相当长的历史，公司年龄已达92岁，其
3D辅助设计是定制的，并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而
设计。

第三站：英国格洛斯特郡奇平卡姆登
（Gloucestershire），拜访坎普登食品研究院公
司（Campden BRI），这是一家将近百年历史的
实验室，为食品和饮料行业提供实用的科学技术
和咨询服务，是以保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高效
生产、产品及工艺创新为宗旨的研究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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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英国伯明翰，参观PPMA
TOTAL加工和包装博览会（PPMA TOTAL
SHOW 2016）。

第五站：英国林肯，拜访林肯大学农业和
食品技术学院（Lincoln Institute of Agri-Food
Technology）。

第六站：英国林肯郡霍尔比奇
（Lincolnshire Holbeach），拜访林
肯大学国家食品制造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Food Manufacture，
NCFM）。

第七站：英国伍斯特郡伊夫舍姆
（Worcestershire Evesham），拜访有着
30多年粉体、固体物料处理方案和经验的迈
康集团（MATCON GROUP）。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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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习与交流

检测。其开发理念是设计出经
久耐用、灵活、用户友好以及

“包装方程式英国工业游

技术领先的产品。

学”学员所到之处，都受到了
有关企业领导的热情接待，给

★ 洛玛总部在英国，旗下

我们介绍企业的情况，与我们

有4个工厂，在全球10个国家设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有关工

有直接销售处，市场覆盖60个

艺和设备方面双方进行了互动

国家，在18个国家设有客户服

研讨。

务办事处，上海分公司负责亚

（一）洛玛集团公司
洛玛集团公司（LOMA
Group），是一家军转民的企
业，拥有LOMA Systems和
Lock Inspection两大品牌，专
业从事用于食品、医药包装等
行业的金属检测、动态称重和X
射线检测系统的生产，是全球
领先的工程和制造公司。

洛玛集团公司英国总部的出

洲地区市场；与全球100多个国

口区域经理Ian Churchill先生给

家的分销商和OEM紧密合作；

我们介绍了该公司的发展及运营

目前有400位雇员，其中包括

状况，随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

51位销售工程师、74位售后服

参观了洛玛英国工厂。

务工程师。

★ 洛 玛 成 立 于 1 9 6 9

★ 洛玛英国工厂已有47年

年，1978年建立LOMA

历史，美国工厂有30年历史，

Systems，2007年被美国ITW

捷克工厂和巴西工厂也有10年

集团收购，2012年把Lock

历史。其中，捷克工厂主要生

Inspection收入麾下。Lock是

产金属检测系统，最近捷克工

药品金属检测系统的全球领导

厂的厂房面积又扩大了一倍，

者，Lock的加入，使LOMA集

英国工厂负责所有主要产品的

团在食品和制药行业均处于领

总装、调试和质量检测。
★ 洛玛的营业收入每年都

先地位。
★ LOMA的母公司ITW集
团是一家财富500强企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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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递增，2015年达到9000万美
元。

于1912年，总部设在芝加哥，

★ 2005年以来，洛玛对所

目前全球有4.8万名员工，拥有

有产品重新进行设计，每6~12

10000项专利。

个月就有新产品推出。

★ 洛玛的主要产品有：

★ 洛玛90%以上的零件实

金属检测、动态称重和X射线

行外包，工厂只是负责装配和

检测系统；重点领域：食品与

调试。

药品，其中Lock在中国制药领

★ 洛玛的产品遵循国际产

域的占有率达80%。其产品应

品安全标准、称重法规和零售

用于制药、食品和包装行业，

代码规范，同时具有识别产品

在制药行业，可用于片剂、胶

缺陷和消除污染物的能力，以

囊、粉末、小袋和泡罩包装的

实现产品的一贯品质。

Observation & Thoughts

★ 洛玛可根据顾客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和管理，确保产品走在市
场前列。
★ 洛玛坚持强化售后服务，如提供配件、产品翻新或升级、产品
出租、技术支持等。
★ 洛玛公司的理念：精益生产，零库存；强调过程检测和出厂前
每台机器的检测，确保高质量。

（二）温克沃斯公司
成立于1924年的温克沃斯
公司（Winkworth），是英国
最大的也是历史悠久的工业混
合设备制造商。温克沃斯的总
经理Grant Jamieson亲自接待
了我们，他自豪地说：“温克
沃斯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一流的
工业搅拌机，是混合应用程序
和过程的专家”，之后对公司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016.04

51

P 观察与思考

★ 从食品、药品到个人

★ 在设备租赁服务方面，

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温克沃

护理化学品和通用工业，无论

温克沃斯为顾客提供无需固

斯的专业经验，并与值得信赖

混合硬胶、浆，还是粉末或液

定资产投资的一项设备租赁服

的合作伙伴合作，为顾客建立

体，温克沃斯都能提供客户所

务，租赁范围涉及各种形式的

满足工艺过程和生产的控制理

需要的解决方案。

工业搅拌机等。

念及操作的集成系统，完成设

★ 温克沃斯产品涉及的

★ 在终身服务承诺方面，

计、制造、调试、验收、培训

实验室设备，包括Z字形桨和

温克沃斯保证在设备使用周期

和售后支持的高质量、定制的

螺旋状桨等各种形状桨叶的搅

内提供全面的备件、维修和支

交钥匙工程。

拌机，除此之外还有双锥混合

持，向客户提供至少25~30年

我们随着Grant Jamieson

器、均质器、容器和真空干燥

以上的全面服务，即便是客户

先生来到车间参观，据了解，

器，涉及领域有食品、化工、

从别处转手得来的或者是最古

温克沃斯大多数产品零件都在

橡胶及通用工业等，产品满足

老的混合机，甚至还能解决非

自己工厂加工。现场可见，设

任何防爆要求。

温克沃斯品牌混合机的问题。

备方面冷作有普通的切割、焊

★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温

★ 在设备翻新服务方面，

接、打磨、喷砂和抛光等；金

克沃斯集92年生产搅拌机经验

温克沃斯提供包括温克沃斯和非

加工的有普通车床、铣床、镗

和专业知识，所积累的原始设

温克沃斯品牌的设备翻新服务。

床和钻床；唯一的一台好机床

计数据和记录达到50年，根据

★ 在交钥匙工程方面，

顾客特殊需求，温克沃斯能运

温克沃斯可根据顾客的个性化

用三维CAD对机器进行独特的

需求、时间进度和投资预算，

设计和定制。
★ 在温克沃斯，员工都有
20年以上丰富的工作经验，而
且老员工居多，这是温克沃斯
产品性能和质量的保障。
★ 在实验室服务方面，
温克沃斯的混合试验中心
（MTC）具备全面测试的能
力，经常被用作顾客购机前的
选型服务，顾客在MTC可使用
0.5~500L规格的成熟生产设备
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所有的试
验都在模拟客户环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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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HAAS的车削加工中心
（车削CNC），最后在工厂完
成装配、调试和检测。

Observation & Thoughts

（三）坎普登食品研究院公司
在坎普登，迎接我们的是坎普登食品
研究院公司（Campden BRI）的科学主任
Martin Hall教授、会员及培训主管Bertrand
Emond先生以及创新技术专家Danny
Bayliss博士。
成立于1919年的坎普登食品研究院公
司，是一家为食品饮料行业提供实用的科学
技术和咨询服务的非盈利研究机构，是世界
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研究院，其重点是应用
研究。坎普登的Bertrand Emond先生给我
们作了详细介绍，并带领我们参观了坎普登
研究院。

★ 坎普登是非盈利研究机

成：会员费占18%，培训费占

★ 坎普登可提供四类服

构，实行会员制，现有2400个

10%，政府部门和机构合同委

务：其一，分析与测试——对

会员企业以及遍布75个国家的

托占19%，行业和企业合同委

微生物进行分析和测试，提供

客户。

托占53%。其中，会员费用于

化学、物理和感官分析服务，

资助会员企业的研究项目、会

以确保安全和优化产品质量。

员服务和会员活动等。

其二，运营支持——帮助企业

★ 坎普登的工作重点是为
食品和饮料行业提供实用的科学
技术和咨询服务，以确保食品、

★ 目前全球的食品巨头

建立日常工作，解决配方、加

饮料产品的安全和质量、生产效

均是坎普登的会员和顾客，中

工、包装、卫生设计和维护指

率、产品和工艺的创新。

国的李锦记公司也是其会员。

导等生产问题，提供支持系统

★ 坎普登拥有3000平方米

会员企业可得到坎普登全面的

如HACCP实施风险管理，并帮

的实验室、3500平方米的中试

支持：免费拨打坎普登咨询热

助企业开发产品。其三，调研

室以及800平方米的培训室。

线，享受服务的折扣率，并能

与创新——帮助进行行业相关

★ 坎普登现有390位雇

提前查询“研究和创新”的结

研究，以及会员企业的产品、

员，年营业额达2300万英镑，

果，获得与业内同行分享供应

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研究。其

服务对象为行业和政府。

链中所有产品的机会。坎普登

四，知识管理——出版食品加

的组织架构如图2所示。

工和包装的专业刊物，提供广

★ 坎普登年营业额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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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

酿造部
图2

技术部

科学部

科学与技术
委员会

知识管理部

支持服务部

坎普登的组织架构

项；通过超冷冻延长食品的保
质期；提高农业食品链作物的
营养状况；为不同生命阶段的
个性化饮食设计食物和饮料；
食品和饲料原料中的异物——
危害和控制；食品的微生物标
准。
★ 坎普登大部分工作建立
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并与委
托单位签署保密协议。
★ 坎普登与政府、学术
组织、食品及饮料行业企业、
其他组织机构一起形成了一个
健康、有序、循环发展的生态
泛的培训课程、研讨会和会议，以及专家的技术、立法信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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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坎普登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下设13个涉及不同领域的会员兴

★ 坎普登所有工作都已取

趣组，2016年会员兴趣组的研究课题包括：初级生产中化学污染

得ISO9001认证，许多技术服

物的风险降低策略；使用非靶向筛选方法确保食品和饮料的化学安

务已获得UKAS（英国认可服

全性；食品和饮料制造的新技术；新型成分在产品中使用的注意事

务）17025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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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PMA TOTAL加工和
包装博览会
PPMA TOTAL加工和包装博
览会（PPMA TOTAL SHOW）
是英国最大的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
展览会，每三年举办一届。考察团
在展会现场听取了英国投资总署对
英国投资环境的介绍。
主办方英国加工与包装机械
协会（PPMA）的新任首席执行

商，专业观众近万名。PPMA TOTAL展的大多数展商
基本来自欧美地区，如IMA、BOSCH、ROMACO、
MARCHESINI、CAM、ABB、SIEMENS……PPMA
TOTAL展的主要展品包括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金属检
测、重量检测、X光检测和视觉检测等检测设备，以及工
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等。由于各参展商的展位面积相对比
较小，展品也就显得比较简单，无法达到每三年一届的
德国杜塞尔多夫Interpack展的水平，尽管如此，一些展
品还是能反映当今欧洲工业技术水平。关于参观者情况
的调查如图3至图6所示。

官Angrew Mint博士在PPMA
GROUP展台前接待了我们。他
介绍说，PPMA成立于1987年，
拥有480家会员企业，PPMA
TOTAL加工和包装博览会汇集了
最新的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以及
最直观的动态展览材料、工业自动
化、视觉创新。PPMA能够稳定定
价空间并尽可能提供会员和非会员
最好的价值竞争，为会员企业提供
培训与贸易平台。
另外，PPMA定期公开出版学
术期刊（Machinery Update）。
据了解，PPMA TOTAL加
工和包装博览会（PPMA TOTAL
SHOW）是由历史悠久的三个
展览会PPMA、PAKEX以及
INTERPHEX合并而成的综合性大
展。本届PPMA TOTAL SHOW

在展会现场，来自英国投资总署的周琼女士向我们

2016是PPMA首次独家举办，展

介绍了英国的投资环境，以及选择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

会规模和展出面积都比上届小，全

五条关键因素：第一，英国是欧洲一流的投资目的地，它

部集中在一个馆内，汇集了来自世

拥有重要的本国市场，是进入全球市场的理想根据地。英

界30多个国家的超过350家参展

国目前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预计英国将在2030年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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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自动化与控制

15%

农业/园艺

15%

合同包装

21%

烘焙

转换与打印

22%

饮料/啤酒/软饮

12%

设计/品牌

12%

建筑制品/建筑物

10%

物流管理

18%

化学制品/涂料/油

49%

机械与装备

17%

甜食

24%

材料与容器

17%

化妆品/化妆用具

49%

包装机械

19%

乳品

17%

加工和包装服务

14%

电子

32%

加工设备

15%

工程构件

25%

加工和包装用品

41%

食品

14%

印刷/油墨/涂层

19%

保健品

7%

零售

15%

日用品

7%

其他

25%

药品

14%

塑料/橡胶

16%

零食

9%

图3

参观者产品兴趣的统计

图4

参观者行业兴趣的统计

经理

16%

13%

加工&包装

23%

工程师

11%
3%

加工

总经理/所有人/
董事长/合伙人

34%
23%

11%

34%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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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职务的统计

采购决策人

14%
无

其他

图5

包装

18%

主管

图6

采购部门的统计

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它

洲生物医药研发基地”、“欧洲

英国是欧洲“经商便捷指数”最

是世界第六大出口国，年出口

硅沼”以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

高的国家。第三，领先的科技创

金额超过5000亿英镑，是投资

场”。第二，开放、公平的商业

新。英国在2014年全球创新指

者通往全球市场的桥头堡。英国

环境。英国聚焦国际的开放经

数排行榜中排名第二。同时，英

拥有众多的欧洲之最：“最大

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先进

国设有创新中心计划（Catapult

的金融中心”、“最大的航空

的经济体之一，是通往17万亿

Centres），英国创新委员会旗

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欧

美元欧盟市场的一个重要门户。

下设有数个创新中心，包括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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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制造业、细胞疗法、离岸再生能源、卫星

为林肯大学投资建立了教学楼和实验室，同

应用、网络数位经济、未来城市和运输系统

时派员工来到林肯大学深造。而林肯大学培

等，提供企业所需的咨询建议和最先进的设

养的学生可以去西门子实习，毕业后还有可

施与资源，将创新构想从概念落实为推动经

能获得去西门子工作的机会。林肯大学的研

济成长的动力。第四，人才资源。英国有欧

究和教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种产、学、

洲最具实力的研发环境，从而吸引全球顶级

研结合的道路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人才。英国公司可以直接接触到一系列世界
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第五，税收优惠。

（六）林肯大学国家食品制造中心

英国的公司税已削至二十国集团最低水平，
自2015年4月起税率为20%。政府计划继续
降低公司税至2020年的17%。英国已加强税
收奖励政策，支持创业公司与高增长企业。

林肯大学国家食品制造中心（NCFM）
地处英国的林肯郡，是英国主要农业食品生
产地，拥有英国最密集的食品制造商业贸
易。此次访问受到NCFM的食品加工高等教
育和研究主任Mark Swainson先生和研究助

（五）林肯农业和食品技术学院
林肯农业和食品技术学院（Lincoln
Institute of Agri-Food Technology）院长
Simon Pearson教授对我们到访林肯大学
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介绍到，林肯大学建于
2001年，由艺术学院、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
所组成，现有学生1.5万名、教职员工1400
名，建校初期约投资1.3亿英镑，最近还将继
续加大投入。
Simon Pearson教授简单地向我们介绍

理Jin Chu博士的接待，Mark Swainson先
生告诉我们，NCFM是林肯大学理学院的一
部分，共有教职员工40名。他指出，农业食
品经济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仅2013年，农业食品产业链的产值就达到
了1030亿英镑，提供了380万个就业岗位，
占国民就业的13%，出口总值达到388亿英
镑。Mark Swainson先生通过“印度咖喱鸡
块即食餐”零售供应链的研究项目这个生动
例子，告诉大家NCFM所从事的工作。
★ 主要研究食品制造和自动化加工。

了学院的教育和课程：林肯农业和食品技术

★ 与食品工厂相关联的工作。

学院隶属于林肯大学理学院，也作为林肯大
学国家食品制造中心的一部分，汇集食品加

★ 职业培训：如通过短期认证课程培

工、农业自动化机械、农艺学和动物科学方

训，取得食品安全2级~4级证书、HACCP管

面的农业技术专家，提供食品开发、农业技

理体系2级~4级证书以及食品安全审核师证

术、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保障、自动

书。

化机械、能源、水和废弃物、技术培训等课
程，包括基础研究等。
林肯大学与企业之间不仅有合同制的研
究合作，还有更深度的合作。例如，西门子

★ 高等教育：预科学位；本科学位；硕
士学位；博士学位。
★ 科学研究：研究食品安全/微生物；
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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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顾问：作为食品公司/工厂咨询
顾问。
★ 继续教育：为食品行业各级员工度身
打造的“职业发展道路的技术和经营管理”
课程，提供灵活的质量、技术和管理的兼职
学习和远程学习。
Mark Swainson先生还介绍了NCMF正
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 肉馅的微生物评估；
★ 食品包装自动化机械系统；
★ 先进混合与烹调技术；
★ 食品工厂激光密封；
★ 使用挥发性生物标记监控减少食品废
弃物；
★ 西兰花收割自动化机械的研发；
★ 用于食品品质分析的新的计算机视觉
技术；

& Design Group （Hygienic Design
Guidelines） ，食品卫生设计方面的
指南，http://www.ehedg.org/index.
php?nr=9&lang=uk
★ BRC Global Standard for Food
safety Issue 7，食品企业关于食品安全方面
的指南，http://www.brcglobalstandards.
com/Manufacturers/Food/FoodIssue7.
aspx#.V-0r_PkrLcs
★ Food Manufacture Magazine，
食品制造业杂志，http://www.
foodmanufacture.co.uk/
★ PPMA Machinery Update
Magazine，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杂志，
http://www.machineryupdate.co.uk/
★ NCFM Food Manufacture Degree
Distance Learning Course，林肯大学
NCFM远程课程（各种程度都有），https://

★ 农业喷雾的自控；

www.lincoln.ac.uk/home/holbeach/

★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degreefoundation/

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链接：
★ Enforcement and Regulation，
英国食品规章，http://www.food.gov.uk/
enforcement
★ Business and industry guidance，
商业企业向导（包含规章制度），http://
www.food.gov.uk/business-industry
★ Food statistics pocketbook ，

★ HACCP Information， https://
www.food.gov.uk/business-industry/
food-hygiene/haccp
Mark Swainson先生总结道，NCMF是
“一站式”培训和研究中心，致力于帮助行
业创新，建立食品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食品厂与尖端自动化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帮助食品行业员工发展自己的事业。

2016 食品经济相关统计，https://www.gov.
uk/government/statistics/food-statisticspocketbook-2016
★ European Hygie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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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迈康集团
成立于1980年的迈康集团（MATCON
GROUP），是一家专门使用IBC（移动中

Observation & Thoughts

转料仓及混合）系统进行粉体、颗粒、片剂和胶囊处理加工的设备

体混合、无分层混合粉体处理

及方案提供商，提供从单一设备部件到完整的粉体、片剂胶囊处理

以及无损批量片剂处理等方面

交钥匙工程，以及从概念形成、测试、设计到生产、安装、培训的

的问题。

一整套服务。

★ 迈康试验中心具备试验
所需的相关设备，模拟完全生
产状态。
★ 精益的粉体处理和加工
是迈康提出的“精益理念”，
以最低的单位生产成本获取最
高的生产效率和灵活性。
★ 迈康还提供各种租赁设
备业务。
Shaun Baker先生也谈到
了迈康总部的组织架构：装配
10人；营销4人；财务6人；
人力资源2人；项目审核管理4
人；采购2人；合同认证/档案/
法务3人；订单检查/项目管理/
售服6人；技术10人；产品研发
2人（其中新概念/新产品研发1

迈康集团医药销售主任Shaun Baker告诉我们：
★ 迈康集团是美国IDEX的子公司，在美国、中国等十几个国
家设有办事处。总部人数为90人，201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3000万
英镑，产品20%用于制药行业、40%用于食品行业、20%用于保
健品行业、20%用于塑料和金属行业。

人；对现有的工艺和产品进行
优化/提供解决方案1人）。
另外，Shaun Baker先
生还热心地介绍了迈康使用的
近红外在线检测技术，主要用
于粉料的水分含量测定、混合

★ 迈康基于IBC的柔性粉料处理及加工，其核心部分锥阀技术

终点测定、原料识别与整合、

的主要优点有：可完成任何固体及混合材料的下料任务、全自动操

片剂分析测试。他给我们推荐

作、防止分层、计量精准、无尘技术、控制下游工序的流量、易于

了VIAVI公司生产的MicroNIR

清洗等。
★ 迈康集团的专有技术——锥形阀系统，提供诸多粉体和片
剂的解决方案。
★ 迈康IBC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固体制剂行业，解决IBC粉

PAT-U，这是一种近红外光谱
仪，结构紧凑，性价比高，可
用于批量和连续生产，适用于
医药工业的流化床干燥、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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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含量均匀度等检测。过程工程师可以通过MicroNIR过程软件和MicroNIR光
谱仪，收集实时检测到的数据和趋势的结果，同时将这些关键过程数据同步输
出到工厂控制系统。
最后，Shaun Baker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迈康集团英国总部的实验中心和
装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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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受与体会
此次游学，共拜访三家企业、一所大学

和两家研究机构，所见所闻，感触颇多，不
虚此行。
第一，有机会与英国企业近距离接触，
深度交流。在技术上，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是
我们渴望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记得20世纪
80年代的时候，与这些国家企业的技术交
流还算顺畅，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在不
同场合欧美企业就不如以前那么地“坦率和
友好”，这也正常。借助这次游学，使我们
深入英国企业的内部，亲眼目睹这些企业的
规模，了解他们的研发和生产模式，进行了
面对面的交流，虽然来自不同行业，但有共
鸣，机会难得！
第二，所走访的三家企业规模都不大，
人员相对较少，均属中小型企业。走进他们
的车间，并未感受过多的现代化，如洛玛集
团车间场地看上去很拥挤，而温克沃斯公司
车间看起来似乎与中国老国企有些类似，但
他们都在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

可以复制到大生产，据温克沃斯宣称，MTC
已储存大量的实验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技术
和Know How，也是其产品长盛不衰的原因
所在。
其二，按需生产的模式。洛玛集团和迈
康集团的所有零部件基本外包，他们只负责
总装和调试，工厂现场不曾见到加工设备，
是轻质资产企业；而在温克沃斯公司车间现
场见到不少普通金加工设备，如车床、铣
床、镗床、钻床……还有不少传统的切割、
巻弯、焊接、抛光等冷作设备，唯一出彩的
一台设备是美国HAAS的车削加工中心，至
于为何仍在使用这些普通设备，应该与温克
沃斯公司产品的特殊性不无关系。
其三，重视内部管理。尽管场地拥挤，
但“6S”管理很到位；装配也好，打磨零
件也罢，无不体现“工匠精神”；现场虽不
见检验员，但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实现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另外，所走访的这
些企业都一致提到“精益生产，零库存”的
理念。

其一，注重实验和数据。这三家企业都
有自己的实验室，企业虽小实验室却不小。
譬如，迈康试验中心具备试验所需的相关设
备，模拟完全生产状态，进行原材料处理/筛
分测试、计量/配料测试、混合/无分层测试、
原料流动性验证、使用顾客提供材料或对照
剂测试、在位清洗等等试验，帮助顾客降低
风险，增加决策信心；还有温克沃斯公司混
合试验中心（MTC），不仅提供购机前的选

其四，人员虽少效率高，年龄虽大经验

型服务，还可模拟客户环境下进行试验，并

好。迈康集团有员工90人，2015年营业收

提供详细的记录和样品，实验结果和数据还

入3000万英镑，人均33万英镑（约2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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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创造了较高的收益。在温克沃斯公

其六，提供个性化及特殊服务。这是

司，员工的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上，有的年

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譬

龄在60岁左右，温克沃斯公司的CEO对此引

如，交钥匙工程，根据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以为豪，他表示，由于温克沃斯的产品特殊

时间进度和投资预算，运用计算机辅助设

以及工艺性强，离不开这些老员工的丰富经

计和专业经验，并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合

验和专业知识。

作，为顾客建立满足工艺过程和生产的控制

其五，近红外（NIR）在线检测技术应

理念及操作的集成系统，完成设计、制造、

用已在实施。我们国内的湿法混合制粒、一

调试、验收、培训和售后支持的高质量定制

步造粒、流化床干燥、总混等设备，若能

的交钥匙工程；设备租赁服务，这是一项顾

积极采用近红外（NIR）在线检测技术，可

客无需固定资产投资的便利服务；设备翻新

以提升国产药机装备的技术性能和附加值

服务，对老设备在其生命周期终点进行翻新

及竞争力，缩短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差距。

和升级（见图9），是售后服务的延伸，既满

MicroNIR PAT-U近红外传感器如图7所

足顾客的需求，也符合绿色制造的理念。

示；MicroNIR过程软件如图8所示。

图9

老设备翻新前后对比

第三，服务于应用的科研模式。在英
国，应用研究对于工业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
图7

MicroNIR PAT-U近红外传感器

的作用。英国企业很注重基础理论和加工过
程的研究，坎普登研究院和林肯大学国家食
品制造中心向我们展示了科技的力量。作为
非盈利研究机构的坎普登研究院，依托其强
大的科研能力和先进而完整的实验手段，为
食品和饮料行业提供实用的科学技术和咨询
服务，并以会员制形式稳定老主顾，吸引新
顾客，形成固定的客户群体（2400家会员
企业），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年营业额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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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万英镑）。其中，行业和企业合同委托

Observation & Thoughts

达到其总收入的1/2以上，这种“坎普登模式”值得思考。
其一，坎普登的研究重点是应用研究，为行业提供食品成分、营养和口感分
析，食品外观和包装设计，食品保质期分析测试，食品卫生管理，以及运输和贮
存系统的设计等有偿的解决方案，这个领域需求量大。
其二，坎普登是个开放性的研究平台，为行业和政府服务，实验室允许对外
租用。
其三，坎普登的研究力量雄厚，专业齐全，研究工作由教授或博士担纲。
其四，坎普登的实验室从分析、小试到中试，试验方法先进，设备俱全，实
验结论具有权威性。
其五，坎普登并不承接设备的设计，但会在实验过程中结合工艺和生产对设
备不合理的部分提出优化建议。
然而，中国药机企业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难以承担较
繁重的科研任务。另外，在固体制剂生产方面，如何解决复杂生产过程与设备关
联问题，目前大多数国内药厂的方法仍比较传统，缺乏理论研究和实验数据的支
持，效率低，结果不理想，“坎普登模式”能否被我们部分复制或借鉴，他山之
石可否攻玉？

四

结语
通过英国游学，拜访企业和研究机构，以及参观PPMA展会，对英国食品

加工与包装机械工业有了初步了解，开拓了国际视野；同时，结交随行的国内同
行，加强了中国制药装备行业与英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向英国朋友推介
了中国的制药设备和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扩大了中国制药设备的影响力。
游学虽短暂，收获却颇多，在结束游学的路上，想起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诗句，如今中国的制造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坚持“一
步一个脚印”，必能成就制造业强国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
陈露真，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天祥健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可嘉，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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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5692-2008

制药机械术语（四）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3.1.5.11

固定化细胞流化床发酵器

immobilized cell fluid-bed fermenter
空气、培养基和固定化细胞三者呈流态化的发酵
设备。

3.2.4

3.1.5.12

吸附的塔形反应器。

培养罐

culture tank
利用培养基使动植物细胞增殖的设备。
3.1.5.13

培养基连消塔

culture medium sterilizing tower
以一定温度的饱和蒸汽对培养基进行灭菌的塔形
设备。
3.1.5.14

3.2 塔设备
column reactor
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填料和塔板，强化传质、
实现物质转化的塔式设备。

3.2.1

筛板塔

orifice column reactor
塔板为水平筛孔板的塔形反应器。
3.2.2

浮阀塔

float valve reactor
水平塔板上装有浮动阀的塔形反应器。
3.2.3

流化床吸附塔

fluid-bed absorption reactor
流体通过分布板与吸附剂接触使其流态化，并被

3.2.5

乱堆填料塔

random filing column reactor
填料无规律装填的塔形反应器。
3.2.6

规整填料塔

regular filing column reactor
填料装填整齐规则的塔形反应器。

培养基配料罐

culture medium dispensing tank
将培养基与适宜的溶剂配制供加料或补料的罐式
设备。

泡罩塔

bell-jar type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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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晶设备
crystallizing equipment
使过饱和溶液中溶质析出并形成晶体的设备。

3.3.1

冷却式结晶器

cooling type crystallizer
用冷却方式使溶液过饱和而溶质析出的结晶设备。
3.3.1.1

敞槽结晶器

horizontal open-slot crystallizer
敞口并自然冷却或外装冷却夹套的槽形结晶设备。
3.3.1.2

摇篮式结晶器

bassinet crystallizer
外装冷却夹套并作往复摆动的敞口式结晶设备。
3.3.1.3

鼓式结晶器

rotary-drum crystallizer
转鼓内通冷却剂，表面形成结晶层被剥离移走的
结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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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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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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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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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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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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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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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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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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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68
电话：010-87584931-131/118
邮箱：xiewen@phmacn.com；wanglili@phmacn.com
联系人：谢

文

王莉莉

发送对象：制药装备行业相关企业
印刷单位：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日期：2016年10月
印
数：50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