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印单位／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1517—L0069号

研究与探讨

充填杆对硬胶囊装量微调研究

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设计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无菌制剂之稀碎的玻屑

01

2017
（总第5期）

第十二届“兴业杯”
第十二届“兴业杯”
中国制药装备有奖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中国制药装备有奖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一等奖

空缺
空缺

制药高架立体库施工与验证
制药高架立体库施工与验证
陈陈 辉辉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二等奖
二等奖

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含量比较
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含量比较
卢鹏伟、李光勇、杨晓晨
卢鹏伟、李光勇、杨晓晨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李更生
李更生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设计探讨
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设计探讨
杨春文
杨春文 北京思坦瑞制药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思坦瑞制药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三等奖
三等奖

邱济夫
邱济夫 福斯特惠勒（河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坤元医药
福斯特惠勒（河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坤元
工程分公司
医药工程分公司

智能化中药配方颗粒最新工艺技术
智能化中药配方颗粒最新工艺技术
郭维图
郭维图 山西医药规划设计院
山西医药规划设计院

采用DAC方式的中低压制备色谱柱的应用研究

三等奖

秦

学

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刘

慧

中国重汽济南桥箱有限公司

浅谈中国医药工业VOCs有机废气处理
宋有星

山东鸿基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制药装备由大转强
董春亮

需企业跟进适应发展

全国制药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无菌制剂之稀碎的玻屑
陆忠孟

杭州穆斯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制药过程中的在线粘度测量解决方案
丁晓炯

笙威工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机器人是医药及其装备行业技术创新的助推器
郭维图

优秀奖

山西医药规划设计院

生产中中药浓缩丸剂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卢鹏伟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牛艳阳

开封市泌尿专科医院

智能型甘草提取工厂装置
赵武新

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螺旋缠绕管式换热器在低温反应中的应用
王梅华

山东鸿基换热技术有限公司

装盒机用药品说明书折纸机需求探讨
于敏潮

上海亦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杯”征文活动部分获奖文章将陆续登载于《医药 & 装备》上（文章名可能略有修改），敬请关注！

目录

2017年

第一期

研究与探讨
04

Vol.1

Research & Discussion

充填杆对硬胶囊装量微调研究
本文从分析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的充填工作结构着手，在剂量盘安装完成条件下，建立了充填杆伸入剂量盘充填孔的
长度以及误差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各种误差的性质，建立了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充填杆长度微调药物装量的数学
模型；通过抽样检测了装量差异度是否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要求。

11

BFS 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设计
良好的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工艺设计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后续的验证与生产运行。在BFS灌装车间工艺
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及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它已成为BFS灌装线不能稳定、高效运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内BFS灌装车间设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BFS技术的特殊性、复杂性考虑不足，生搬硬套某些规范
或指南。第二，普通无菌灌装车间的设计水平也需要提升。需要有正确的目标：为了生产的稳定与高效运行，不只是
为了通过GMP认证。关键环节需要设计到位，以便建设实施，需要提升设计的合理性与前瞻性。根据国内BFS药品
生产车间的设计现状，本文提出了BFS灌装车间设计的关注点，并进行了相关探讨。同时，列举了一些国外的设计案
例与读者分享。

21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本文分析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的特点及其对生产环境的特殊要求；根据工程设计经验，探讨了高活性、
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密闭设施，生产区域的压差控制要求、气锁的设置和压差控制手段，生产房
间的回排风策略，净化空调系统的过滤器设置策略等；最后，总结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
统设计的推荐技术措施。

29

怀牛膝根、茎、叶中β- 蜕皮甾酮含量的比较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含量测定的方法，比较其根、茎、叶中含量的差异。研究
方法：采用C18色谱柱（250mm×4.6mm，5μm），流动相为乙腈-水（15:85），流速1.0ml/min，柱温30℃，
检测波长250nm。研究结果：β-蜕皮甾酮在0.22~2.75μ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97），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9.36%、100.54%、100.61%，RSD值分别为0.79%、1.06%、0.62%，对同一产地的怀牛膝的根、茎、叶不同
部位的含量进行了测定。该方法简便、准确、重现性好，为牛膝的不同部位的质量研究提供了依据。

34

装盒机用药品说明书折纸机需求探讨
伴随我国医药业大发展，药品生产、包装机械行业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药品制造、包装机械
也向速度更快、产量更高、运行更稳定的方向发展。装盒机无疑是药品二次包装机械中用量最大的机械，目前国产高
速装盒机稳定的生产速度已经超过400盒/分钟。在装盒机中，药品说明书折纸机成为装盒机稳定运行的关键部件。本
文介绍了目前装盒机市场上使用的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现状，对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介绍了目
前市场上使用比较多的说明书折纸机，并为用户推荐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德国MB药品说明书折纸机。文中详细地介
绍了德国MB的 leafletFOLDER 21系列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特点与优势。

41

无菌制剂之稀碎的玻屑
随着医药法规越来越严格，国内外制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在国内无菌注射剂（水针、冻
干）方面最困扰药品生产企业的是异物风险。本文主要对可见异物“玻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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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AC 方式的中低压制备色谱柱的应用研究
本文结合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产品——DAC600型工业化中低压制备色谱
柱，概述了其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并与DAC高压制备柱和常压柱进行多方面对比，总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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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采用DAC方式的中低压制备柱具有操作方便、劳动强度小、分离效率高、处理样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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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湿式罗茨-液环真空泵与干式螺杆真空泵两种真空溶媒回收系统性能的比对，发
现干式螺杆真空泵因具有清洁无油、零污染、高真空、抽气量大、振动小、噪声低等优点，
在溶媒回收装置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有效地提高了溶媒回收率，极大地降低了环保压力，必
将替代液环泵广泛应用于无油（水）真空获得系统，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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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杆对硬胶囊装量微调研究
■■ 王行刚

摘要： 本文从分析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的充填工作结构着手，在剂量盘安装完成
条件下，建立了充填杆伸入剂量盘充填孔的长度以及误差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各
种误差的性质，建立了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充填杆长度微调药物装量的数学
模型；通过抽样检测了装量差异度是否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要求。
关键词：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充填杆；装量；微调

在NJP系列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上充填

一

充填杆微调装量的数学模型

药物时，充填杆的长度可以改变药柱的密度
和药物装量，对装量有微调作用。影响药柱
的密度和微调装药量的因素包括机械和颗粒
因素。机械因素包括：剂量盘厚度的误差、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上药柱预制和充填

剂量盘的安装误差、剂量盘充填孔直径的误

过程中[2]，需要经过五次充填杆预制药柱，用

差、充填杆长度的误差、充填杆直径的误差

i（i=1，2，3，4，5）分别表示对同一个充

等。在剂量盘安装完成后，影响因素主要就

填孔中药物经过预制的五根充填杆。设剂量

是充填杆伸入剂量盘充填孔的长度。颗粒因

盘的充填孔直径为φ ，充填孔长度为H，充填

素包括：颗粒的理化性质、颗粒的流动性、

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为Li，颗粒堆密度为ρ' ，

颗粒的堆密度、颗粒的大小、颗粒的含水量

每次预制药柱密度ρ i ，每次预制药柱长度为

及充填杆进入充填孔时颗粒溅出等。

h i，药物装量为Q。设充填孔直径为φ 存在误

由于众多因素存在 [1] ，目前在全自动硬

差Δφ ，充填孔长度H存在误差ΔH，充填杆伸

胶囊充填机上充填杆对药物装量微调作用的

入充填孔中长度L i存在误差ΔL i，药物装量为

研究还没有合理的数学模型可参考。本文从

4

（一）充填杆伸入剂量盘充填孔的长度

Q存在误差为ΔQ。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药物计量和充填的工作

在充填孔长度H、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

结构着手，试图建立一个可以利用的数学依

长度Li、每次预制药柱长度hi三个参数中有如

据，为药物装量微调提供可靠的依据。

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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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 Discussion

Li=H-hi

（1）

值：

充填药物时，药柱预制和充填过程中，

ρµ − ρ ′

L1µ=

[3]

工作结构如图1所示 。

ρµ

H

（5）

第二次预制药柱时，预制药柱质量的数
⑤

④

③

②

①

最高状态

学期望值为：

1
1
Q2µ= π φ µ ρ µh2µ=Q1µ+ π φ µ ρ ′L1µ
4
4

（6）

由（1）式、（4）式、（5）式和（6）
充填杆

式得到第二次预制药柱时充填杆伸入充填孔
长度的数学期望值：
剂量盘

L2µ=(

药柱

图1

ρµ − ρ ′
ρµ

)2H

（7）

同理得到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预

药柱预制和充填过程

制药柱时充填杆伸入充填孔长度的数学期望

由结构推算出药物装量Q：

1
Q=Qµ+ΔQ= π (φ µ +Δ φ )2( ρ5µ+ Δρ5 )(h5µ+Δh5)
4
（2）

值：

ρµ − ρ ′

L3µ=(

（2）式中，Q μ、φ μ、ρ 5μ和h 5μ分别为药

ρµ
ρµ − ρ ′

L4µ=(

ρµ

物装量、充填孔直径、第五次预制药柱密度

ρµ − ρ ′

L5µ=(

的数学期望和第五次预制药柱长度的数学期

ρµ

望；ΔQ为药物装量误差，Δρ 5为第五次预制
药柱密度的误差，Δh5为第五次预制药柱长度

)3H
)4H

（8）

)5H

由此得到第i次预制药柱时充填杆伸入充
填孔长度的数学期望值：

的误差。

1
（3）
4
在稳定生产中，为了简化，设ρ 1=ρ 2=ρ 3=

Liµ=(

如果令 Qµ= π φ µ ρ5µ h5µ

ρ 4=ρ 5=ρ 。很明显，每次预制药柱密度ρ 和长
度hi都与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Li、充填孔
直径φ 、颗粒堆密度ρ '、充填孔长度H等因素
有关。
第一次预制药柱时，预制药柱质量的数
学期望值为：

1
1
Q1µ= π φ µ ρµ h1µ= π φ µ ρ ′H
4
4

ρµ − ρ ′
ρµ

)iH

（9）

其中，i=1，2，3，4，5。
由于ρ μ、ρ '和H都是可测量定值，所以，
Liμ可以计算出来。
如果同时预制m（m=1，2，3，4，……）
根药柱，取Lim=Li，Limμ=Liμ，ρ mμ=ρ μ，就是在
生产前充填杆高度调节时，每次同时预制m
根药柱，在生产前调节充填杆高度时，假定

（4）

由公式（1）和公式（4）得到第一次预
制药柱时充填杆伸入充填孔长度的数学期望

每次所有充填杆高度调节一致，则得到充填
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

Limµ=Liµ=(

ρmµ− ρ ′
ρmµ

)imH=(

ρµ − ρ ′
ρµ

)i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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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装置分为六个工位，前五个工位为五次预制药

如果考虑Δφ <<φ μ，Δρ 5<<ρ 5μ，且

柱，第六工位为充填工位。充填杆进入剂量盘的长度根

在生产中ΔH影响很小，近似省略，

据夹持器上的标尺进行调整。

（14）式简化为：

当充填孔长度取值为18mm，ρ μ=2ρ '，则（10）式
变为：

Limµ=Liµ= 1i H （i=1，2，3，4，5）
2

（11）

（15）

则得到充填杆伸入充填孔长度，如表1所示。
表1

工

充填杆伸入充填孔长度

位

充填柱伸入充填孔长度（mm）

1

2

9

4.5

3

4

5

2.25 1.12 0.56

为了方便微调，常取充填杆进入剂量盘的充填孔长
度参考数值如表2所示。
表2

位

充填柱伸入充填孔长度（mm）

完成后，ΔQ和ΔH之间的关系尤为重
要，从第一次到第四次预制药柱长度误
差都累积在第五次预制药柱上。第五次

充填杆进入剂量盘的充填孔长度参考数值

工

由（15）式看出，在剂量盘安装

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

1

2

3

4

5

9

5

2

1

0.5

（二）在剂量盘安装完成后，决定药物装量误差
的主要因素
在稳定生产阶段，Δφ <<φ μ，Δρ 5μ<<ρ 5μ；但是，对于
Δh5和h5μ二者关系不同，在稳定生产过程中有Δh5<<h5μ，
可是在试车阶段只能是Δh5<h5μ，而不能是Δh5<<h5μ，由
公式（2）和公式（3）可得到：

1
1
ΔQ=Q−Qµ= π (φ µ +Δ φ )2( ρ 5µ + Δρ5 )(h5µ+Δh5)− π φ µ ρ5µ h5µ
4
4
（12）
其中，H μ、L 5μ、ΔL 5分别为充填孔长度的数学期望
值、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的数学期
望值及其误差，且有：
h5μ=Hμ-L5μ，Δh5=ΔH+ΔL5

ΔL5是决定ΔQ的主要因素。

（三）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
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的数学公式
既然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
充填孔中长度误差是决定药物装量误差
ΔQ的主要因素，这就要得到第五次预
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
ΔL5的数学公式。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设同时充填m
个硬胶囊，即同时能够预制m根药柱。
在稳定生产阶段，Δφ m 、Δρ im （i=1，
2，3，4，5）、ΔH m和ΔL 5m之间是互
相补偿的，很难通过公式最终找出装量

（13）

对（12）式求相关参数偏导，有：

Qm和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
中长度误差L5m、装量误差ΔQm和第五次
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
ΔL5m之间关系，最重要的是Δρ 5m很难测

（14）

量。只有引入新的概念才能建立装量误
差的数学模型。下面提出相当量概念，

6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Research & Discussion

应用此概念来建立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
度误差的数学模型。

由于引进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
伸入充填孔中长度的相当量概念，当

对于一个充填孔来说，长度误差ΔH已经补偿在ΔL5m

Δφ 、Δρ 5之间交互出现时，很容易得到

中，当Δφ 和Δρ 5单独出现时，假设是通过ΔL5来补偿的，

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

即ΔV和Δρ 5单独出现时与ΔL5存在相当量关系。

度的公式（21）。

当Δφ 单独出现时，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
孔中长度误差L 5，设补偿的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
充填孔中长度误差相当量为Δl5'，有：

二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充
填杆误差微调药物装量的数学
模型

（16）

（一）误差性质的分析

可得：

在所有误差中，充填孔直径误差
（17）

Δφ m和长度误差ΔH m一般是在加工过程
中造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充填孔很少被

当Δρ 5单独出现时，设此时补偿的第五次预制药柱充
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相当量为Δl5"，有：

磨损，属于系统误差[4]，通过测量可以
得到。
受到加速度、振动，以及粉末颗

（18）

粒的流动性等因素影响，颗粒堆密度的
误差Δρ m是随机误差[5]。

可得：

根据（21）式，由以上误差形成
（19）

当Δφ 、Δρ 5 之间交互出现时，补偿的第五次预制药
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长度误差为它们的误差相当量之
和，设此时补偿量为Δl5。由（17）式和（19）式得到：

（20）

的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中
长度的误差Δl 5是随机误差，由于补偿
性质，充填孔长度误差ΔH m 补偿在Δl 5
中，因而Δh5近似取值Δl5。根据（12）
式和（13）式可知，药物装量误差ΔQ
是随机误差。

（二）按充填杆误差调节药物装
量的数学模型
依据对误差性质的分析，Δh 5近似
取值Δl 5 ，根据（2）式和（20）式联

（21）

合求解，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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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 研究与探讨

（22）

把（22）式代入（20）式，有：

（23）

令：

（25）式为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
调节充填杆高度微调药物装量精度的数学
模型。

三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药物装
量误差微调的实验验证
按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规
定：平均装量在0.3g以下的装量差异限度
为±10％；0.3g及0.3g以上的为±7.5％
由于k 1 、k 2 、k 3 、k 4 都可以计算出来，

（ 中 药 ± 1 0 ％ ） [ 6 ] 。 如 果 装 量 的 数 学 期望
Qμ=0.5g，ΔQmax=6σ=0.5×7.5%g，即方差

有：

σ=0.000625g，也就是片重Q服从正态分布
（24）
在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生产过程中，Q

根据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药物装量

为生产操作人员定时测量数值，所以，Δl 5

微调的数学模型（25）式，设计预测和控制

可以计算出来。如果同时预制m根药柱，由

装量误差的控制模型，通过充填杆高度调整

（10）式，取ΔLim=ΔL5m=ΔL5（i=1，2，3，

以及其他准备工作、试机、检测等过程，至

4，5），以及L im=L i、L imμ=L iμ、ΔL im=ΔL i、

稳定生产，最终实现按照装量误差调节的控

ρ mμ=ρ μ，就是在生产前充填杆高度调节时，

制方式。

每次同时预制m根药柱，在生产前调节充填

在一台NJP-1200型全自动硬胶囊充填

杆高度时，假定每次所有充填杆高度调节一

机上做实验，此台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

致，则得到：

调节充填杆高度控制药物装量精度的算法来

ρμ − ρ′ i
Lim = Limμ + ΔLim = (
) H + k1 + k 2 k 3 + k 4 Q
ρμ
（25）

8

N（0.5，0.000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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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微调其装量。对NJP-1200型全自动硬
胶囊充填机抽样[7]，分8组检测装量，每组连
续取20粒，分别精密称定重量后，倾出内容

Research & Discussion

物，硬胶囊用小刷拭净。再分别精密称定囊壳重量，求出每粒内容物的装量Q，用装量减去平均装量
得到装量差异，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从8组记录中任选出一组，如第5组每粒装量和装量误差（差异）
如表3所示。其中，装量差异度为装量误差除以平均装量的商的百分数。
表3

抽样组数

第5组

装量记录

平均装量（Qμ）
（g）

装量差异限度
（%）

装量差异度
（%）

样本号

实际装量（Q）
（g）

1

0.478000

-0.022000

-4.4

2

0.510000

+0.016000

+3.2

3

0.524500

+0.024500

+4.9

4

0.490800

-0.009200

-1.8

5

0.501210

+0.001210

+0.2

6

0.487000

-0.013000

-2.6

7

0.484000

+0.016000

-3.2

8

0.470900

+0.029100

-5.8

9

0.482500

-0.017500

-3.5

10

0.478500

11

0.497900

12

0.513500

+0.013500

+2.7

13

0.520500

+0.020500

+4.1

14

0.488500

-0.011500

-2.3

15

0.461500

-0.038500

-7.7

16

0.470500

-0.029500

-5.9

17

0.507000

+0.007000

+1.4

18

0.522500

+0.022500

+4.5

19

0.501500

+0.001500

+0.3

20

0.496500

-0.003500

-0.7

0.50000

装量误差（ΔQ）
（g）

+0.021500
-0.002100

±7.5

+4.3
-0.4

从表3可以看出，在第5组中装量误差

差异度都在《中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

最大值出现在样本编号为15的样本上，为

的限度之内，并且装量微调的精度很高。在

-0.038500g，装量差异度为-7.7%；装量

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上，建立按照调节充填

误差最小值出现在样本编号为5的样本上，为

杆高度微调药物装量精度的数学模型具有实

+0.001210g，装量差异度为+0.2%。按照

用性和科学性。

调节充填杆高度微调药物装量精度的数学模
型来设计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装量微调系统
的实验证明：所有抽检样本包括第5组的装量

四

结语
本文从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充填药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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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结构着手，分析众多影响装量误差的因素，在剂量盘安装后，找出决定装量
误差的主要因素。利用相当量概念，推导了第五次预制药柱充填杆伸入充填孔
中长度误差的数学模型。通过分析影响装量的各种误差的性质，在剂量盘安装
后，建立了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按照调节充填杆高度微调药物装量精度的数学
模型。
抽样检测表明装量微调精度很高，装量差异度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
版）的要求。但是，许多制造厂家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装量内控标准为±3%，
行业标准0.3g以下为±7.5%，0.3g及以上为±5%，这个数学模型还要进一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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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S技术无菌产品
灌装车间的设计
■■ 杨春文

摘要： 良好的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工艺设计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后续
的验证与生产运行。在BFS灌装车间工艺设计方面，中国与日本及欧美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它已成为BFS灌装线不能稳定、高效运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
BFS灌装车间设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BFS技术的特殊性、复杂
性考虑不足，生搬硬套某些规范或指南。第二，普通无菌灌装车间的设计水平也需
要提升。需要有正确的目标：为了生产的稳定与高效运行，不只是为了通过GMP
认证。关键环节需要设计到位，以便建设实施，需要提升设计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根据国内BFS药品生产车间的设计现状，本文提出了BFS灌装车间设计的关注
点，并进行了相关探讨。同时，列举了一些国外的设计案例与读者分享。
关键词： 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设计；工艺布局；公用工程；防虫防鼠

一 目前国内BFS制药车间的设计
状况
在目前国内药厂中，多数BFS工艺线的
设计并不理想。这些设计不足的现象，笔者
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讨论过，此处不再赘
述，仅将一些值得注意的项目列举如下。

能间的位置与空间大小不合理。
第三，对废弃物种类估计不足，传递方
式不当等，造成废弃物传递路径的不顺畅，
产生交叉污染或差错。
第四，工程设施的设计缺陷问题最多，
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不能满足BFS装备

第一，过度的设计，盲目提高洁净区的

的需求，造成BFS线不能正常运行。对此，

级别与空间。例如，有的滴眼剂车间将BFS

有的公司在工厂或车间建设完工后，仅对公

装备放入B级环境中；有的终端灭菌安瓿线

用工程再改造，又耗用了一年多时间。另一

将配液系统、BFS设备全放入B级环境中。

类，因对装备性能、法规理解不透彻，在设

第二，工艺布局不合理。例如，一些功

计中不断增加各种装置，希望提升检测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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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手段，其结果：提高了成本，增加了风

若是输液产品，可能需要组合盖的传入。而

险，影响了运行的稳定性。

物料的传出相对复杂，其中包括灌装合格

第五，对生产线上下游设备的衔接考虑
不周。
第六，生产安排考虑不细致，造成辅助
时间在整个生产时间中占用的比例偏大。有的
BFS生产线的生产辅助时间长达7~8个小时。
第七，设计理想化，不符合国情。设计部
门及用户听了供应商的宣传或参观了国外的灌

品、废瓶、废型胚及边角料等。目前市场上
BFS的机型，其主要结构可划分为六大类，
并且可以再细分。不同结构的BFS装备对应
的车间设计、验证、生产运行管理有着不同
的要求。图2为双模具输液灌装线产品传出示
意图，其中包含设备安装位置、在线取样位
置、边角剔除位置、产品输出方式等。

装厂，就认为BFS装备可以不用人员干预自
动运行，便理想化地设计。保守地讲，在中国
的BFS运行中，现场无人干预是不可行的。

二

BFS灌装线设计的探讨

（一）满足基本的运行条件
BFS技术装备很复杂，被称为“微型工
厂”，其对供应条件的要求——内容很多，
条件很“苛刻”。只有这些供应条件满足
BFS装备的需求，BFS装备才能稳定运行，
这应该是BFS灌装线设计的最基本内容与要
求。 图1为某机型BFS技术灌装线设计信息
参考图，该机型BFS所涉及的设计信息基本
涵盖其中。例如，产能、模具、产品输出方
式、水、电、气、汽、烟雾、废料等，需要
在BFS灌装线设计期间逐项确认。

（二）BFS灌装线设计的特殊考虑
BFS灌装工艺中生产物料的传入相对简
单，塑料颗粒及药液可通过管道直接传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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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用工程参数计算
公用工程设计存在很多问题，由于无法
满足BFS设备的需求，因而影响BFS设备
的正常运行，这种现象在国内的BFS用户中
普遍存在。例如，本来谈论的是验证进度话
题，却常常听到用户对公用工程的抱怨。
国外公司在初步设计阶段就已将公用
工程各种参数整理清楚。例如，24小时内
的每个时间段进入某岗位的人数，更衣的次
（套）数，相应级别的服装用量（套）。24
小时内的每个时间段，车间不同区域的工作
内容，水（饮用水、PW、WFI）、电、气
的用量，分别是哪些部位使用，每个批次
所用原辅料数量、消耗品数量、周转箱数
量等。表1为某BFS滴眼剂车间用水统计样
表，通过此方法可以对车间或整个工厂的用
水情况进行详细统计。通过图3可对整个车间
不同时间段的PW水使用情况进行统计与分
析，并依据此数据，选购相应装备，调整生
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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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输出：
容量、产能
瓶体：品名、批号、司标
出料：单、双模具
区域压差
电力供应：
3/N/PE ，AC400V
50(HZ)，X(KVA)
注意电压波动
控制柜位置

ps：
P=1.6～2.5 BAR
有无压力调节阀
无PS针头保护

PW/WFI：
CIP用，要求值
（清洗模具用热水）

一般压缩空气：
8 bar
工程直供车间

洁净区
环境保证

挤出机冷却：
是否需要
有否恒温装置

BFS（A级）

模具冷却：
冷却参数
是否有模温装置

AF与FF：
在线C/SIP
在线完整性实验

针头冷却：
冷却温度
有否恒温装置

挤出机排烟等：
挤出头排烟系统本身
无防止倒灌
挤出机维修空间
废气排放措施：
系统集中收集好
工程统一排放

无菌压缩空气：
压力
工程直供
留1取样口

A级控制监测：
在线尘埃粒子
沉降菌
浮游菌

废塑料排除方式：
BFS下方直排
下层传送带运出
洁净室，粉碎
人工传出

废水排放措施：
集中收集好工程
统一排放
空气阻断

塑料颗粒与真空：
设置区域，进入
车间流程
有否真空上料装备

型胚出口保护：
依据GMP2010附录

模具真空：
真空泵，安装位置
冷却要求
冷凝水排出

与配液系统联系：
机械衔接
信号衔接共享
工艺流程衔接、协调

图1

某机型BFS技术灌装线设计信息参考图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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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传递方式示意
（输液瓶并焊盖 双出料 黑白分区）
滤芯
C/SIP

屏幕

M1取样

模具1

M2取样

同时剔除
上下边角

模具2

挤出头

M1产品通道
400mm×400mm

真空液压 冷却控制柜

挤出机

电气柜

电机

手臂放
产品带，低1.0m 于焊位

喂盖

直线电机
专用箱传递

产品传送带，高1.5m

焊盖
喂盖

臂放M2
专用箱

机械手臂
传瓶，尚
未剔边角

机臂放
M1M2共箱

洁净区（红线内）

CNC区

(红线外)

颗粒转运
恒温机与真空装置均可单独安装在CNC区

图2

双模具输液灌装线产品传出示意图

注：①出A区，焊盖前，B级以上环境，可设置FFU或风帘。②M1，在模具1的灌装品；M2，模具2的灌装品。③工艺布局应关注：组合
盖、塑料的传入；产品传输；废料传出。④排水、排气措施。

表1

序

1

2

3

4

5

6

7

8

房间编号

A-002

A-004

A-008

B-011

B-012

D-002

D-004

D-007

房间名称

男脱外衣

女脱外衣

洁具间

稀配室

温

号

某BFS滴眼剂车间用水统计样表（部分内容）

工衣清洗室 男脱外衣室 女脱外衣室 工衣清洗室

度

工作时间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用量 流量

设备名称

洗衣机

使用点数

1

0:0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5:00-6:00
直至

6:00-7:00

24:00
23:00
24:00
Sum

14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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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纯水的消耗与供应关系示意图

注：此图由德国CPME公司提供。

（四）BFS装备与配液系统的衔接
配液系统与BFS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应一致，并实现二者良好衔接，方能使BFS技术的无菌保证
性、生产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图4为BFS灌装结束前的制造过程示意。
原辅料供给
两个自动化系统，可

配液系统

塑料供应

“合二为一”考虑整体
自动化。
第一个是配液系统：自
动C/SIP后，自动溶解
原辅料，进入送液罐。

水系统

BFS设备

第二个是BFS系统：自
动吸入塑料颗粒，吹塑
成型的同时，灌装药液
并封口。

图4

BFS灌装结束前的制造过程示意

（五）生产管理与出勤安排
在深化设计阶段，应该具有较详细的生产运行方案，包括：不同规格产品的批量，灌装用时，辅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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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用时，出勤时间，工作制形式，班次与人员编制等。图5为称量至灭菌岗位的生产运行与出勤方式
的简化示意图，分享该图是希望说明：①合理安排生产、出勤，有利于人员的管理，有利于成本的控
制。②生产与出勤的安排在车间设计阶段已成型，应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完善。
冲洗剂 称量~灭菌 生产与出勤安排——800~900万瓶/年
工序/时间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8:00

8:30

9:00

下批称量

称量

（灌装品处理）

PF过滤 试验

产品质量

第二柜装载

前日灭菌品存放

灭菌

2:30

3:00

3:30

4:00

4:30

清场

3:30

4:00

4:30

正压保持

C/SIP

消毒

末期检查
数据整理

注意不同时段工作的合理安排

第一柜装载

灭菌

收容

灌装

联络、取样、在线检测

IPC

2:00

正压保持

C/SIP
下批准备

后BPT

中期检查

初期检查

产品检测

1:30

C/SIP

过滤
初期、型坯切割

罐装机

换PF、试验

1:00

清洁、消毒

送液

灌装前准备

罐装

FF

灌装初期处理

搅拌与调制

调制罐

0:30

正压保持直至5:10注水溶解
C/SIP

（回收）

PF过滤

PF

0:00

器具灭菌

下批投料

投料

回收罐

器具清洗

清场与C/SIP

自动注水溶解 导罐

投料罐

投料6000升/批（参考样本） 2016年8月28日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0:30 21:00 21:30 22:00 22:30 23:00 23:30
9:30 10:00
10:30
11:00

第三柜装载

第1柜灭菌

清场

第2柜灭菌

第3柜灭菌（次日取出）

人员出勤
工序/时间 4:30 5:00

5:30

6:00

6:30

7:00

7:30

8:00

8:30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3:00 13:30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30 18:00 18:30 19:00 19:30 20:00 20:30 21:00 21:30 22:00 22:30 23:00 23:30

称配A人： A

用餐

IPC C人： A

1:00

1:30

2:00

2:30

3:00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B
C
收/灭D人：A
C
D
E
技术员X人：
A
B
合计：人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表示需人员操作

表示不需要人员操作、设备可自动完成

表示综合工作制

称量至灭菌岗位的生产运行与出勤方式的简化示意图

（六）BFS灌装工艺布局

2. 黑白分区布局的注意点
目前，BFS设备多为国外制造，性能可

1. BFS灌装工艺布局与基本要求
☆根据产品样本确定BFS灌装空间，可
参照图1信息，考虑BFS系统的供给与排出。
☆为了便于维修，有大型器件临时进出

靠，但不一定全部适合中国的法规。除了注
册规定不同，在GMP合规性上也有区别。此
外，在BFS装备的维修与操作能力方面，国
内外也存在差距，现列出以下几个注意点。

措施。

☆输液瓶应在焊盖完成后离开洁净区。

☆工艺检查室与灌装室相邻，便于信息
与样品传递。
☆便于组合盖的传递。
☆便于塑料颗粒的进入，存放环境级别
适度，房间湿度需稳定控制。
☆空调运行异常，或停止运行时，灌装
间有防污染措施。

16

0:30

用餐

车间
工艺

图5

0:00

用餐

B
C
D
灌装B人： A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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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压缩空气的取样点设在洁净区为
宜。
☆除菌过滤器安放在洁净区内为宜，否
则应制定防污染措施。
☆设计应以便于运行操作与维修为主，
黑白分区为辅。

Research & Discussion

3. 生产设备空间（立体黑白分区）布局
如果配制的批量大，配液罐的体积大，
可结合BFS设备的体积一同考虑空间布局。
配液系统的罐口在上层的洁净区，大部分罐

☆除非产品工艺的需求，过滤器不可设
旁通。设置旁路装置后，需对在线清洗灭菌
路径进行确认；批生产前与后有相应的状态
确认。
☆订购过滤器，不仅关注供应商，也要

体在下层非洁净区；BFS主机在上层的洁净
区，其废料等排出系统在下层的非洁净区。

关注具体的产地。同一品牌，不同的产地，
质量往往也会有差异。
☆过滤器的验证项目，可参见药品GMP

4. 公用工程空间布局

指南（无菌药品）。
工程设备的安装位置也很重要，如空
调、注射用水系统，尽可能靠近使用点。如
注射用水设备，设置在配液系统上方为宜。

三

国外BFS制药车间设计

这样，WFI分配系统距离缩短了，许多问题

上面介绍的内容，都是国内BFS工艺线

就不会出现了。这也是国外药企常用的方

设计需要关注的部分。下面将对国外车间设

法。

计情况进行介绍，并希望通过此介绍展示如
下信息：理念与目标明确；设计思路清晰；

（七）过滤器
产品过滤器安装的个数及试验的方法与
次数也是国内外企业经常讨论的话题，对此

设计内容系统、细致等。

（一）理念与目标

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归根结底，还是要依据

国外设计的开篇，往往有以下内容：

具体产品工艺而定。

◆质量可靠

☆产品过滤器是否安装在BFS机器上，
要根据产品工艺与生产管理方便而定。
☆生产线上，过滤器安装的个数、尺
寸、位置，需要根据产品工艺、批量、灌装
时间等，并与配液系统一同考虑。关键是确
保产品的无菌效果。
☆产品制造文件中需要明确：进行完
整性试验的方法、时间、试验用的介质。需

符合GMP标准
提供优质产品
确保产品无菌性
防止异物混入产品中
制造环境的确保
未来变化应对（法规、产能）
◆效率最大化

要根据产品的性质、价格、批量以及企业对

利于生产效率提升

质量的认知等确定每批进行完整性试验的次

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

数，如试验1次或2次、3次。

便于制造运行管理

☆产品过滤器接触的压缩空气应该是无
菌的。

方便维护
◆灾害对策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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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对策

净度、压差等）

落雷对策

◆压差与气流方向设定图

沙尘暴对策

◆环境监控系统图（依据FDA 21 CFR

台风对策
消防安全
◆节能环保

PART 11制定监控与记录）
◆空调机组选择（节能，便于清洁）
◆灌装时A级注意事项

降低能耗与运行成本

◆车间空调系统规划

符合排放标准

◆净化方式比较
◆防 虫区域设定（分三个级别的区域进

（二）设计涵盖的基本内容
根据理念拓展为以下基本内容，再将
其变成具体的设计资料。
◆规划理念

行防控）
◆防虫防鼠对策

（三）国外BFS灌装线的特点

◆理念具体化

第一，批量大：可达到100万瓶/批。

◆整体规划条件

第二，批灌装时间长：一般5~7天；最长

◆工艺布局
◆各品种产量规划
◆各工序生产时间计划
◆生产工艺总流程
◆不同生产区域规划
◆人流图
◆物流图

的灌装时间可达到200小时/批。
第三，自动化程度高。
第四，黑白分区与模块化设计。
第五，来自不同工厂的移动送液罐可快
速地与BFS连接后，并向BFS供液、实施药
液灌装，为委托灌装提供了方便。

（四）概念设计内容举例

◆更衣流程图
◆车间制造过程示意图
◆装备仪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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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仅以防虫防鼠作为案例，旨在分
享其概念设计的思路与深度。同时，说明防
虫防鼠具体措施需要从规划设计开始，确立

◆建筑承载能力（设备重量与位置）

一整套对策，包括具体的施工方法。这也为

◆生产用必要容器的设定

日后的竣工验收、运行维护提供了标准（见

◆环 境监测点位置图（温度、湿度、洁

表2和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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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防虫防鼠具体措施

建筑物周边

○绿地、土地，与建筑物保持一定距离
注意：昆虫的夜间活动特性、爬行特性（部分）、对不同波长光线的敏感性
可考虑措施：水泥、石子、无光通道、黄色驱虫灯、紫外诱虫灯

多重防护措施

○外墙为一次屏障，内墙为二次屏障
○缝隙的处理：减少开口、缩小缝隙，密封可靠、无疏漏
○排水设施考虑：空气阻隔、机械阻隔，如AIR BREAK、铁篦子、控制阀、卫生
地漏等
○运行前的室内捕虫措施
○日常维护中的临时措施

物理
对策 外墙为主的一次屏障措施

○建筑布局与结构的考虑
○排水与回水系统的设置
○减少各类开口
○使用固定的窗户
○门与框的结构，制作工艺
○采取双门措施（气闸间、缓冲间）
○缝隙的处理（如外墙，水泥；内墙，胶）
○防虫网、过滤器的设置
○驱虫灯的设置（如入口、气闸间等）

○室内有效的密封措施与保持，如各类管线应密封，施工方法得当：先固定，再打
胶；用什么胶，如何操作；有SOP，操作熟练
保持室内的环境，避免虫
○有效的室内防结露措施
类侵入与滋生
○保持室内设备、设施、工具等整洁
○地面圆角措施，便于清洁

便于维护的防虫对策

化学
熏蒸方法
对策

○空调机组及进出风设施，便于清洁
○建筑物表面光滑
○管线等易清洁

可考虑设置熏蒸室

○清洁、消毒
○人员与物料的入退规范
环境 保持环境：日常管理与定
○定期确认硬件系统
卫生 期措施
○定期评估软件实施情况
○定期专业灭虫、灭鼠

培训 提升全员

○新员工培训
○定期培训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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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综合性的防虫防鼠管理办法：从理念到设计、施工与管理直至日后的运行与维护阶段，需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
运行阶段思路与措施，应保持与设计、施工阶段的一致性，以提升防虫防鼠的有效性。
防虫防鼠对策推进
步骤2：计划与设计

步骤1：理念确立

虫与鼠的入侵方式：针对不同性质的虫鼠，
采取综合性的对策。

步骤3：施工与管理

步骤4：运行与维护

步骤1：本设计的防虫防鼠理念
防接近；防进入；防繁殖

内部繁殖

Physical Methods
（物理的对策）

防止靠近建筑
设立多重屏障

排水管侵入

外墙面屏障
避免滋生环境

爬行侵入

易维护的措施

随行人侵入

图6

四

Chemical Methods
（化学的对策）

熏蒸灭虫

飞入

Sanitation
（环境的卫生化）

保持清洁的环境

排水管等方式侵入

Education
（教育）

提高全员的卫生意识

防虫防鼠理念

结语

对每个环节进行策划、计算、评价、设计。

笔者认为，BFS药品生产车间的设计有

中国目前的法规，更适合传统的灌装技

其特殊性。设计者应在充分了解待设计产品工

术的应用。如果涉及BFS技术，无论装备的

艺与待使用BFS机型的基础上，将产品工艺

设计制造、灌装车间的设计，或是验证与生

（含包装形式与给药方式）、BFS技术、相

产运行，生搬硬套某些规范，将会降低BFS

关法规、成本等融合在一起进行设计。要以稳

技术的无菌保证性及其运行稳定性，增加其

定、可靠、经济运行为目标，系统、细致地针

风险及运行成本。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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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负责人、药厂与设计安装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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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
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 邱济夫

摘要： 本文分析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的特点及其对生产环境的特殊要
求；根据工程设计经验，探讨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密
闭设施，生产区域的压差控制要求、气锁的设置和压差控制手段，生产房间的回排风
策略，净化空调系统的过滤器设置策略等；最后，总结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
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的推荐技术措施。
关键词： 医药工业；洁净室；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空调系统

一

引言

霉素类、头孢类等致敏性较高的药品。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

对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一般采用职业接触限值

性药品由于其不同于普通药品

和职业接触级别来确定其危害性。职业接触限值（Occupational

的特点，其生产的净化空调系

Exposure Limit，OEL）用于定量地分析药品的危害性。而职业

统也有独特之处。

接触级别（Occupational Exposure Band，OEB）则用于定性

现行的法规、规范尚未

地确定药品的危害性。

对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

OEB与OEL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药品有明确的定义。通常，高

表1

OEB与OEL的对应关系

活性药品指化学活性或生物活

OEB级别

OEL范围（μg/m ）

毒性（危害性）

药理学特性

性较高的药品；高毒性药品包

1

1000～5000

无毒

低活性

括抗肿瘤生物碱类、抗代谢物

2

100～1000

几乎无毒

普通活性

类、抗肿瘤抗生素类、烷化剂

3

10～100

微毒

高活性

类、铂制剂类、其他细胞毒性

4

1～10

有毒

很高活性

药物；高致敏性药品通常指青

5

<1

剧毒

极高活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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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产品交

OEB级别越高，对应的OEL值越小。也

叉污染。

有部分药品生产厂商对OEB级别对应的OEL
[1]

值有自己的规定 ，其规定一般严于表1。

其四，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操作人
员与环境。

对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的生
产环境，需要遵循的原则有：

不同的药品有不同的特性，为此所采取
的技术措施也因“药”而异；另外，经济发

其一，应尽量减少产品的暴露，并尽量

展水平的不同往往会造成技术措施的差异。

缩小产品暴露的区域。

本文将探讨可采取的各种技术措施。

其二，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产品被
污染。

二

特点分析
表2显示了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的特点并对其进行了比较。
表2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的特点分析

特点分析

高化学活性药品

高生物活性药品

高毒性药品

高致敏性药品

对操作人员的影响

高

高

高

一般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高

极高

高

极高

灭活或降解特性

取决于药品特性

可通过高温灭活

取决于药品特性

取决于药品特性

对厂房的要求

—

专用和独立的

—

专用和独立的

对生产设施的要求

专用的

专用和独立的

专用的

专用和独立的

对空调系统的要求

独立的

专用和独立的

独立的

独立的

高致敏性药品对人员的影响具有特异

的危害，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极高。高生物

性，而相应生产区域的操作人员需要定期进

活性药品可通过高温灭活，因此，其生产过

行过敏测试，因此，其对操作人员的影响一

程中所用的器具、模具等以及废品、废料可

般比其他类别药品的影响小。而正是由于其

进行高温灭活处理。而其他类别的药品，是

特异性，极少的量也有可能对特定人员造成

否可灭活或降解，取决于药品自身的特性。

致命危害，因此，高致敏性药品对周边环境

对灭活或降解方法不明或不宜在生产中采用

的影响反而极高。

的，其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器具、模具等以及

高生物活性药品，由于其自身可能具
有复制性，因此，极少的量也可能造成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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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废料的处理就会比较麻烦，由此引发
的风险也会增加。

Research & Discussion

由于同一种类的不同药品也可能具有不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露或泄漏

同的特性，因此，表2仅为简单的定性分析，

的房间的密闭设施，包括房间压差控制、排

不宜作为普适性标准。讨论对某种药品的生

风过滤等。

产采取的技术措施，应结合药品自身的特
性，采用适宜的措施。

三

通常采用的一级密闭设施，一般可达到
的产品OEL值详见表3。
图1为隔离器示意图；图2（1）为被动型

密闭设施

开式RABS示意图；图2（2）为主动型开式

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报告系列第961号
（2011年）附录5中定义密闭（containment）

RABS示意图；图2（3）为闭式RABS示意
图。这些都是常见的一级密闭设施。

设施为“将产品、粉尘或污染物密闭在某一
区域，防止其泄露至另外区域的工艺或设
施”[2]。应采取适当的密闭设施，使高活性、
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暴露的区域尽量缩小。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的
密闭设施分为两级。一级密闭设施是指工艺
过程的密闭设施，如隔离器（Isolator）[3]、
限制进入隔离系统（Restricted Access
Barrier System，RABS）、下降流罩
（Downflow booth）等。二级密闭设施是指

表3

对OEB级别要求为4级或以上的药品生
产工艺，应采用隔离器。
对OEB级别要求为3级的药品生产工
艺，建议采用隔离器。例如，如果采用负压
下降流罩，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包括更
加严格的更衣程序、更加严格的取样程序、
更加严格的监控要求、更加严格的清洁程序
等，这些措施会造成运行成本的增加。因
此，应综合评估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合理
选择一级隔离设施。

一级密闭设施一般可达到的OEL值

一级密闭设施

一般可达到的OEL值（μg/m3）

通常可确保的OEL值（μg/m3）

垂直单向流罩

100～500

500

负压下降流罩
（Downflow booth，general handling）

50～100

100

带软帘负压下降流罩
（Downflow booth，with flexible curtain）

<10

—

集成手套箱的负压下降流罩
（Downflow booth，hybrid with glove screen）

0.1～5

10

隔离器（Isolator）

0.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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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过滤器

隔离器

隔挡

高效过滤器

空气处理系统
工艺区域
ISO 5

工艺房间
ISO 7
工艺房间
ISO 7/ISO 8

工艺区域
ISO 5

手套箱

图1

物料
传输
系统

隔离器示意图

对OEB级别要求为2级或以下的药品生

（1）被动型开式RABS
高效过滤器

产工艺，通常无需采用隔离器，可采用单向
流罩或下降流罩等密闭设施。
对房间的二级密闭设施，应结合产品的要
求以及所采用的一级密闭设施合理进行选取。

四

隔挡

工艺区域
ISO 5

工艺房间
ISO 7

压差控制策略

（一）压差控制要求
为防止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

（2）主动型开式RABS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高活性、高毒性、高致
敏性物质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应对其

高效过滤器

相邻的房间或区域保持相对负压。《医药工
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4]中规定，“青霉素等

隔挡

特殊药品的精制、干燥、包装室及其制剂产
品分装室的室内应保持正压，与相邻房间或
区域之间应保持相对负压”。

工艺区域
ISO 5

工艺房间
ISO 7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露或
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对大气是否应保持正压，
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OEB级别很高或高
生物活性药品极低的泄漏量也可能造成很大
的危害，因此，OEB级别很高或高生物活性
物质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可采用对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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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闭式RABS
图2

RABS示意图

Research & Discussion

工艺房间

工艺房间

+20Pa

人员
进入气锁

物流气锁

人员
退出气锁

物流气锁

人员
进入气锁

人员
退出气锁

+15Pa

+35Pa

+15Pa

洁净走廊

图3

气锁设置

洁净走廊 +30Pa

图4

典型的压差设计案例

保持相对负压的策略。为便于区分，称对大

毒性、高致敏性物质，因此采用正压气锁；

气保持相对负压为“绝对”负压。

物流气锁通道及人员退出气锁通道可能会有

如采用“绝对”负压的策略，应考虑围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露或大量

护结构的漏风对洁净度及生产的影响，应采

散发，因此采用负压气锁。通过正压气锁和

用密闭性更高的围护结构。

负压气锁的设置，可有效避免高活性、高毒
性、高致敏性物质外泄引起的污染与交叉污

（二）气锁
为了更好地控制房间压差，防止污染与
交叉污染，并提供人员、物料进出的缓冲，
可在进出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
露或泄露的房间时设置人、物流气锁。
典型的气锁设置如图3所示。其中，工艺
房间与人员退出气锁之间，可按需设置喷雾室
等设施，以减少人员脱衣活动中含有高活性、
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的粉尘大量散发。
图4为典型的压差设计案例，其中箭头
表示房间之间的气流方向。洁净走廊与工艺
房间的洁净度级别要求一致。
其中，人员进入气锁通道无高活性、高

染问题。

（三）压差控制手段
通过空调系统对房间送风、回风及排风
风量的调节来实现压差控制要求。通常采用
的控制手段可分为静态控制、被动控制与主
动控制。
图5（1）为静态压差控制的示意图；
图5（2）为被动压差控制的示意图；图5
（3）为主动压差控制的示意图。
针对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
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建议采用主动压差控
制，至少应采用被动压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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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

送风

送风
手动调节阀

定风量阀

定风量阀

工艺房间
工艺房间

工艺房间

手动调节阀

定风量阀或
手动调节阀

回/排风

（1）静态压差控制

回/排风

      

（2）被动压差控制
图5

五

变风量阀
回/排风

（3）主动压差控制

压差控制手段

回排风策略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区域的房间，应根据工艺条件确定风险大小，以确定这些房

间的回风是否可以回到空气处理机组，并确定这些房间的回风、排风应该如何处理。
房间的风险分类详见表4。
高风险房间，应采用直流式系统，并采用足够的措施防止排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低风险房间，可采用直流式系统，且应采用足够的措施防止排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若采用回风
系统，则应对系统污染与交叉污染的风险进行评估，其回风应经过高效过滤器处理后才能回至空气处
理机组。
表4

风险等级

房间描述

房间风险分类

举例

高风险房间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直接暴露的房间 未采用隔离器的称量、分配、混合、配料、灌装等房间
低风险房间

六

采用密闭容器包装的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未直接暴露，但
储存间
存在暴露风险或有微量泄露
采用隔离器的工艺房间

过滤策略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的送风末端，毫无疑问应设置高效过滤器。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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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过滤器在提供维持洁净度级别所需的洁净

设置高效过滤器，建议将其设置在房间的排

送风外，也是房间二级密闭设施的界面，可以

风口处，并建议采用BIBO过滤器。

有效地防止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通

回、排风系统内的高效过滤器，其级别一

过送风管道逃逸。

般不低于H13（欧盟标准EN1822:2009）。

高风险房间采用直流式系统，其排风

图6为典型的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

应设置高效过滤器。为尽量缩小产品暴露的

生产净化空调系统（直流式系统）的流程图

区域，高效过滤器建议设置在房间的排风口

示例。

处。如高效过滤器未设置在房间的排风口

七

处，则高效过滤器与房间之间的风管应保持

设计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良好的密闭性。为了减小高效过滤器泄露引

第一，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起周围环境污染的风险，建议根据风险分

暴露的工艺，如未采用隔离器，应采取必要

析，考虑采用两道高效过滤器。

的操作人员防护措施，如呼吸器等。

为了保护人员与环境，建议采用安全

第二，接触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

更换型过滤器。安全更换型高效过滤器也被

物质的器具、模具，以及含有高活性、高毒

称为“袋进袋出型”（Bag-in-bag-out，

性、高致敏性物质的废品、废料，宜就地灭

BIBO）过滤器[5]，其特殊的构造保证更换过

活；如未能就地灭活，上述物料的暂存、清

滤器的过程对人员和环境无影响。

洗房间应被视为高风险房间。

低风险房间如采用直流式系统，其排风也

第三，高风险区域、低风险区域及其他

应设置高效过滤器。高效过滤器建议设置在房

无风险区域的空调通风系统宜分开设置；当

间的排风口处，并建议采用BIBO过滤器。

共用空调系统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污

低风险房间如采用回风系统，其回风应

染与交叉污染，如较高风险区域不应利用回
送风

新风
粗效过滤器

变风量阀
高效送风口
H14

电动密闭阀

工艺房间

进风段 过滤段 表冷段

检修段 加热段

加湿段

风机段

变风量阀
高效送风口
H14

工艺房间

均流段 过滤段 出风段

空气处理机组

H13
高效排风口

H13
高效排风口

变风量阀

变风量阀

电动密闭阀

排风机

图6

电动密闭阀

典型的流程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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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不同风险区域的排风应分开设置等。
第四，如未采用BIBO型高效过滤器，则

离器。对OEB级别要求为3级的药品生产工
艺，建议采用隔离器。

排风系统中的高效过滤器不应与其他空调送

第二，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风设备设置在同一房间，应采取就地灭活等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应对相邻的房间

措施，以防止更换过滤器的过程对维护人员

或区域保持相对负压。

及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第五，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的排风系统中的高
效过滤器应处于排风机的负压段。
第六，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的排风口应远离其
他空调系统的进风口，宜高空排放。
第七，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的排风系统，可采
用双风机以确保排风的稳定性。

八

结语

第三，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暴
露或泄露的房间建议设置人、物流进出气锁。
第四，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或区域建议采用主动压差
控制，至少应采用被动压差控制。
第五，高风险房间，应采用直流式系
统；低风险房间，建议采用直流式系统。
第六，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物质
暴露或泄露的房间的回、排风应设置高效过
滤器，建议采用BIBO型过滤器。
上述结论除应用于高活性、高毒性、高

第一，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

致敏性药品的生产外，也可作为激素类、β-

生产，应采用合适的密闭设施。对OEB级别

内酰胺结构类等特殊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

要求为4级或以上的药品生产工艺，应采用隔

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韩前健．密闭技术在现代固体制剂生产中的定义和探讨［J］．机电信息，2012（8）：13-18．
［2］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No.961，2011．
［3］陈华弟．无菌隔离器的发展和应用［J］．化工与医药工程，2013，34（3）：36-39．
［4］中国医药工程设计协会．GB 50457-2008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
社，2009．
［5］李顺．袋进袋出过滤器的特点与使用［J］．洁净与空调技术，2008（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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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 Discussion

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
甾酮含量的比较研究
■■ 卢鹏伟、李光勇、杨晓晨、李更生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含量测
定 的 方 法 ， 比 较 其 根 、 茎 、 叶 中 含 量 的 差 异 。 研 究 方 法 ： 采 用 C 18色 谱 柱
（250mm×4.6mm，5μm），流动相为乙腈-水（15:85），流速1.0ml/
min，柱温30℃，检测波长250nm。研究结果：β-蜕皮甾酮在0.22~2.75μg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97），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36%、100.54%、
100.61%，RSD值分别为0.79%、1.06%、0.62%，对同一产地的怀牛膝的
根、茎、叶不同部位的含量进行了测定。该方法简便、准确、重现性好，为牛膝
的不同部位的质量研究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怀牛膝；β-蜕皮甾酮；HPLC

牛膝为苋科植物牛膝Achyranthes

改善动物的体质，提高动物的活动能力，这

bidentata BL.的干燥根[1]，生用活血、行瘀、

提示我们，牛膝叶可能具有较好的补肝肾、

消肿，治经闭、痛经、症瘕、产后瘀积腹

强筋骨的作用，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价值。

痛、淋痛、尿血、高血压病、喉痹、痈肿；

牛膝根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如三萜皂

酒制补肝肾，强筋骨，治寒湿痿痹、腰脊酸

苷、甾体类、糖类、氨基酸、生物碱和香豆

痛、足膝软弱。

素等，具有抗生育、镇痛、消炎、抗菌、增

牛膝是“四大怀药”之一，河南焦作
是其主产地，种植历史悠久，质量优良，产

强人体免疫力、抗肿瘤、抗病毒、抗衰老、
活血、降血糖、利尿等多种药理作用。

量大，被认为是《本经》所载上品牛膝。作

β-蜕皮甾酮（β-ecdysterone，

为大宗常用中药品种，牛膝的市场需求量较

EDS）为牛膝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促进蛋

大。在怀牛膝的主产地——焦作地区温县、

白质合成、抑制由于药物引起的血糖升高、

武陟、沁阳一带，当地药农有用牛膝叶饲养

降胆固醇、使受损的细胞再生等作用，与牛

动物的习惯。结果表明，牛膝叶可以较好地

膝“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相吻合[2，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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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此进行了含量测定研究[4-8]。

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水饱和正丁

本研究采用HPLC测定怀牛膝的根、

醇溶液30ml，密塞，浸泡过夜，超声处理

茎、叶中β-蜕皮甾酮的含量，结果表明，根

30min，滤过，用甲醇10ml分次洗涤容器及

中的含量最高，茎的含量次之，叶的含量最

残渣，合并滤液和洗液，蒸干，残渣加甲醇

低，茎中的含量相当于《中国药典》中的最

使溶解，转移至5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至刻

低含量，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度，摇匀，即得。

一

2. 怀牛膝茎样品溶液

仪器与材料
研究所用仪器：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称取怀牛膝茎粉末（过三号筛）约

LC-10A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

1.2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水饱

BS-300A、BS-600型分析天平（上海友声

和正丁醇溶液30ml，密塞，浸泡过夜，超声

衡器有限公司）。

处理30min，滤过，用甲醇10ml分次洗涤容

牛膝叶、茎、根均于2015年10月采自

器及残渣，合并滤液和洗液，蒸干，残渣加

河南省温县赵堡镇北孟封村，由河南省中药

甲醇使溶解，转移至5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

研究院李更生研究员鉴定为正品。甲醇（色

至刻度，摇匀，即得。

谱纯）、乙腈（Merk公司）；甲醇（分析
纯）、正丁醇（天津四友精细化学品有限

3. 怀牛膝叶样品溶液

公司）；β-蜕皮甾酮（批号：111638201505，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

称取怀牛膝叶粉末（过三号筛）约
1.5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加水饱

二

实验部分

（一）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β-蜕皮甾酮对照品1.10mg，
置于10ml容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
刻度，摇匀，制成每1ml含β-蜕皮甾酮
0.11mg的对照品溶液。

和正丁醇溶液30ml，密塞，浸泡过夜，超声
处理30min，滤过，用甲醇10ml分次洗涤容
器及残渣，合并滤液和洗液，蒸干，残渣加
甲醇使溶解，转移至5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
至刻度，摇匀，即得。

（三）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实验
色 谱 柱 为 C 18（ 2 5 0 m m × 4 . 6 m m ，

（二）供试品溶液制备
1. 怀牛膝根样品溶液
称取怀牛膝根粉末（过三号筛）约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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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μm）；流动相为乙腈:水（15:85），流速
1.0ml/min；柱温30℃；检测波长250nm；
进样量10μl。对照品、样品的色谱图见图1至
图4。

Research & Discussion

（四）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吸取对照品溶液2μl、5μl、10μl、
20μl、25μl，测定β-蜕皮甾酮色谱峰峰面
积，以峰面积为纵坐标（Y），进样量为横
坐标（X），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10623X+54.63，r=0.9997。结果表
明，β-蜕皮甾酮在0.22~2.75μg范围内，进
图1

β-蜕皮甾酮对照品色谱图

样量与峰面积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五）重现性实验
称取自制怀牛膝根、茎、叶粉末5份，
按照怀牛膝根、茎、叶样品溶液制备方法，
分别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计算β-蜕皮甾酮
的峰面积积分值。RSD为2.77%、1.02%、
1.47%。
图2

牛膝根色谱图

（六）精密度实验
精密量取怀牛膝根、茎、叶样品溶液，
重复进样5次，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计
算β-蜕皮甾酮的峰面积积分值。RSD为
2.17%、1.08%、1.78%。

（七）稳定性实验
图3

牛膝茎色谱图

精密量取怀牛膝根、茎、叶样品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在设定的时间进样，计算β蜕皮甾酮的峰面积积分值。RSD为1.53%、
1.27%、1.81%。实验表明，β-蜕皮甾酮
成分在10h内稳定性良好。

（八）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怀牛膝根、茎、叶粉末样品6
图4

牛膝叶色谱图

份，精密加入β-蜕皮甾酮对照品，按上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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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条件操作，测定β-蜕皮甾酮含量，计算回收率。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36%、100.54%、
100.61%，RSD分别为0.79%、1.06%、0.62%（见表1至表3）。
表1

怀牛膝根β-蜕皮甾酮回收率实验结果（n=6）

次数

样品的量（mg）

添加对照品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1

0.6108

0.5090

1.1060

98.77

2

0.6156

0.5090

1.1086

98.58

3

0.6121

0.5090

1.1235

100.21

4

0.6160

0.5090

1.1156

99.16

5

0.6076

0.5090

1.1050

98.96

6

0.6142

0.5090

1.1284

100.46

表2

RSD（%）

99.36

0.79

X（%）

RSD（%）

101.54

1.06

X（%）

RSD（%）

100.61

1.62

怀牛膝茎β-蜕皮甾酮回收率实验结果（n=6）

次数

样品的量（mg）

添加对照品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1

0.2789

0.2830

0.5721

101.82

2

0.2867

0.2830

0.5736

100.68

3

0.2855

0.2830

0.5694

100.16

4

0.2769

0.2830

0.5715

102.07

5

0.2832

0.2830

0.5843

103.20

6

0.2795

0.2830

0.5698

101.30

表3

X（%）

怀牛膝叶β-蜕皮甾酮回收率实验结果（n=6）

次数

样品的量（mg）

添加对照品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1

0.1236

0.1320

0.2613

102.23

2

0.1159

0.1320

0.2518

101.57

3

0.1248

0.1320

0.2594

101.01

4

0.1264

0.1320

0.2641

102.21

5

0.1178

0.1320

0.2592

103.76

6

0.1286

0.1320

0.2576

98.85

（九）样品含量测定
按照样品制备方法，制得样品溶液，按照上述色谱条件操作，测定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成分的含量（见表4）。
表4

含量（mg/g）

样品

32

牛膝根、茎、叶中含量测定结果

平均（mg/g）

平均（%）

0.5894

0.5892

0.05892

0.2869

0.2976

0.2889

0.02889

0.1329

0.1276

0.1286

0.01286

1

2

3

牛膝根

0.6015

0.5763

牛膝茎

0.2823

牛膝叶

0.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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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牛膝药材按干燥品计算，含β-蜕皮甾酮

牛膝的β-蜕皮甾酮含量的测定中，

（C 27 H 44 O 7 ）不得少于0.030%。本实验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采用水饱和正丁醇

中，样品均按取样质量直接计算，结果为根

浸泡后超声提取、定容的处理方法。

中的含量最高，茎中的含量次之，叶中的含

本实验采用药典的样品处理方法。

量最低。若茎中的含量按照干燥品计算，略

流动相的选择，考察了甲醇-水

高于药典规定的0.030%。

溶液，甲醇-磷酸水溶液、乙腈-水

因地道药材的产量有限，研究药材的非

溶液、乙腈-水-甲酸等，以乙腈-水

药用部位的使用价值是必要的。牛膝的茎、

（15:85）结果理想，故选择乙腈-

叶多废弃不用，或作为当地养殖时使用，本

水（15:85）为流动相系统。

实验的研究为牛膝茎、叶的开发应用提供了

2015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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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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更生（1962—），男，研究员，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要从事中药化学、中药制剂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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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盒机用药品说明书折纸机
需求探讨
■■ 于敏潮

摘要： 伴随我国医药业大发展，药品生产、包装机械行业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为了
适应市场的需求，药品制造、包装机械也向速度更快、产量更高、运行更稳定的方向
发展。装盒机无疑是药品二次包装机械中用量最大的机械，目前国产高速装盒机稳定
的生产速度已经超过400盒/分钟。在装盒机中，药品说明书折纸机成为装盒机稳定运
行的关键部件。本文介绍了目前装盒机市场上使用的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现状，对药
品说明书折纸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介绍了目前市场上使用比较多的说明书折纸
机，并为用户推荐了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德国MB药品说明书折纸机。文中详细地介绍
了德国MB的 leafletFOLDER 21系列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特点与优势。
关键词： 装盒机；高速；药品说明书折纸机；德国MB联机折纸机

一

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重要性

（二）折纸机在装盒机中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装盒机产业取得了巨大发

（一）装盒机需求与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大健康

老牌企业外，在温州、上海以及锦州地区成

战略的推广，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进入迅

长起一批优秀的民营装盒机企业，使药品装

猛发展阶段。作为机械装备大国，在市场的

盒机市场中国产机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但

推动下，药品生产和包装设备也步入了发展

是，总体来说，国产装盒机无论在速度、物

的快车道。

料适应性还是产品稳定性上相比进口装盒机

在药品包装方面，纸质二级外包装以其
环保性，以及生产、使用、运输和储存的经
济性等优势逐渐成为药品外包装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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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了上海龙腾、北京双鹤、锦州春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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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药品说明书折纸机是装盒机上比较重要
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组件。它的作用是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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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药品说明书折叠成小条以便随药品一级

对于药品的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注

包装一起装入药品二级包装的纸盒中。它的

意事项、老年用药等各方面都会使用不同语

性能直接影响到装盒机整机的稳定性。

言进行详细地描述。这样方便掌握不同语言

随着我国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伺服
电机等新技术的应用，国产装盒机的制造已

的人阅读，避免因阅读说明书困难而产生用
药错误问题。

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北京双鹤的新

随着我国法律越来越规范，人们的法

产品HD-400稳定生产速度达到了400盒/分

律意识越来越强，药品说明书也必将越来越

钟。笔者和很多装盒机厂商交流过，他们认

规范。说明书的篇幅越来越大，纸张越来越

为，如果没有药品说明书折纸模块的瓶颈，

薄，这就给药品说明书折纸机带来了新的

装盒机的速度达到500盒/分钟以上都是可

挑战。

能的。

（三）高端折纸机的需求

二 国内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现状
与需求

随着装盒机产品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
说明书折纸机必须能够满足装盒机对速度的
要求。在第52届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暨中国

（一）多数中低速装盒机都配置国产折
纸机

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上，北京双鹤、温州佳

目前，受制造成本限制，在国内中低速

400盒/分钟的装盒机产品，相应的说明书折

（即150~200盒/分钟以下速度）的装盒机产

德、浙江希望等很多厂家都推出了速度超过
纸机的速度就必须大于400张/分钟。

品中，主要使用各个厂家自制或委托制造的

对于一些高端客户来说，他们不允许说

国产折纸机。事实上，折纸机的制造与装盒

明书中出现空白页，更不允许把错误的说明

机的制造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业。受到制

书混入加工的药品中。这就要求在药品说明

造经验、材料选择、加工精度等多方面的影

书装盒前进行识别检查。

响，国产的折纸机在设备的稳定性、噪音、

所以，高端折纸机一定要可以集成阅读

物料的适应性等方面都与进口折纸机不在同

头，用于对说明书的图形、标志、文字等进

一个档次上。

行检查。

（二）国内药品说明书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

三 国内高端进口说明书折纸机
介绍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药品说明书都比较
简单，一般使用A5大小的纸张，按照国家

（一）德国GUK C91

《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说明书规范细则》的

GUK是德国优秀的折纸机品牌，其药品

要求进行了简单的药品使用说明。而正规大

说明书折纸机产品进入中国比较早，到目前

型药厂或进口药品的说明书就比较复杂了，

为止在国内市场上应用已经超过3年了，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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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也得到了药品生产、包装企业的承认。目

从事计时工具的设计与生产，从事印刷后的

前，多数使用中低速装盒机的高端客户都会

纸张处理设备的开发和制造也已有60年历

选择德国GUK的C91产品。

史。在自动化折纸设备和自动化封装设备系

但是，由于GUK C91说明书折纸机的吸

统中，MB公司取得了许多引领潮流的发明和

盘式输入技术已经比较落后了，其输入结构

专利技术，其产品以操作方便和灵活应用为

和链条传动结构在应用上有很多局限性。输

突出特点。所有新产品的开发具有以下共同

入结构对纸张的要求比较高，不能适应目前

性，即操作简单，极短的设置时间，节省费

市场上越来越薄的纸张，并且这款设备的速

用和模块化设计。

度局限在300张/分钟以下。

（二）德国MB产品介绍
（二）GUK高端设备C2000

德国MB折纸设备自20世纪90年代进

目前，在欧洲市场上，GUK的C91这种

入中国以来，产品覆盖整个折纸设备领域，

结构的说明书折纸机已经被淘汰，欧洲的中

应用于打印机，书刊装订设备，联机和脱机

高速装盒机厂家如果要选择GUK产品，一般

折叠系统，数码印刷设备，以及信函车间、

都会选择GUK的高端说明书折纸机C2000系

邮封系统、邮封机中的折纸模块和办公室复

列产品。

印设备等的特殊解决方案。其设备具有质量

这款产品采用了新的纸张输入技术，输

可靠、操作简单、节省费用等特点，销量

入稳定性大大提高。该产品目前在国内的高

在国内中小型折纸设备领域一直保持领先

端装盒机产品上有些应用，但是因为其价格

地位。

比较贵，在应用上受到限制。

针对药品、日化包装行业，德国MB从
2006年开始投入市场的leafletFOLDER 21

（三）德国MB折纸机
在此，笔者为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
的德国进口药品说明书折纸机产品：德国MB
装盒机联机用leafletFOLDER 21药品说明书
折纸机。

四

德国MB药品说明书折纸机

（一）德国MB公司介绍
MB Bäuerle GmbH位于德国南部黑森
州S.T. Georgen镇，成立于1863年，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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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联机药品说明书产品采用新的往复式进
纸模式、新型折纸滚轴，以及容易维护、容
易排除故障的易拆除走纸通道组件等新的设
计，使产品一经投入市场就以稳定的性能博
得了用户的好评。
为了适应用户不同的使用要求，MB把
药品说明书联机产品分为以下两个系列：
leafletFOLDER 21（手工调整产品），运
行稳定、性价比高。leafletFOLDER NET
21（全自动控制调整产品），运行稳定、性
能卓越，易操作，包括折纸梳长度、折纸滚
轴间隙等都可以进行自动调整（见图1）。

Research & Discussion

这种输入结构对于比较薄的物料
（40~50克/平方米）和比较厚的物料
（100~120克/平方米）甚至是预折叠的物料
输入性能都非常稳定可靠，不用做过多的调
整，设备适应性很强。

2. 平台可打开式结构
图1

leafletFOLDER NET 21（全自动控制调整产品）

折纸机设备在运行、调试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要出现一些卡塞故障。传统的折纸机故

（三）德国MB手动调整折纸机的优势
1. 往复式输入结构
设备配置往复式平台输入器，采用成

障处理比较繁琐：需要使用特殊工具反复地
清理卡在折纸轴或导纸板中的损坏物料，这
样不但耽误大量时间，而且使用工具容易碰
伤折纸滚轴等重要部件。

排的、可运动的真空吸风式输入器（见图

德国MB折纸机专门设计了可打开式输入

2-1），在吸入纸张一直到物料进入传动轴

平台操作结构，输入平台可以很容易打开并

前，说明书实际上整体并没有移动，这就使

抬起，操作员可以摸到设备中任何部位，使

得纸张输入受力更平均，稳定性更好。吸风

得故障处理变得非常简单，便于操作。故障

后辅助小孔吹风（见图2-2），设备可以有

处理后，从打开结构复位到重新开机总计几

效地分离比较薄的说明书物料。

秒钟就可以完成，大大提高了设备效率。打
开输入平台的折纸机如图3所示。

3. 集成阅读头安装支架
为了配合用户扫描说明书的需求，德国
MB在设备的正面和背面都为用户配置了集成
阅读头的安装支架（见图4），这样用户就可
以根据需求安装不同种类的阅读头，用来阅
读说明书正面或背面的内容了。
MB设备集成的阅读头支架的优势如下：
阅读面积大；支架可以被方便地拆除；正反
面都可以进行阅读。
至于阅读标志（logo）还是识别字
符，需要用户配置不同的软硬件，这里不再
图2

均匀分布的吸气孔（上图）和吹气孔（下图）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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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输入平台

图3

打开输入平台的折纸机

图4

阅读头支架安装图

4. 集成反射板的折纸板

38

图5

集成在一起的折纸板和反射板

5. 设备采用平皮带、同步带驱动

传统的折纸机都会为用户配置与折纸板

和早期使用链条传动的折纸机比较，德

相同数量的反射板，用来在不需要这个折纸

国MB的leafletFOLDER 21说明书折纸机采

板的时候把物料反弹到下一个折纸板中。这

用同步带与平皮带驱动，这样做的优势是：

样用户就必须单独储存，使用时取出更换，

设备运行平稳、噪音低，减少了设备组件之

给操作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德国MB在

间的相互磨损，不但有效地降低设备噪音，

产品设计的时候把反射板集成在每个折纸板

而且使设备有效部件长期运行时不变形；能

的后端，如果用户需要使用反射板，只要把

够缓和负荷冲击，有效保护设备；具有一

折纸板取出后水平旋转后重新装入折纸机即

定程度的过载保护功能等。传动皮带如图6

可，既方便又可靠（见图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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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留，方便下次调用。

2. 折叠更好、自动化
因为控制部分在包装设备侧操作，所
以折纸机的设置和操作都非常简单，操作人
员很容易入门。友好的触摸屏操作界面配合
折纸机的自动化特征，使“工作”设定更加
快捷，在设备边上行走的距离也会变得非常
短。“工作”一经设定好就能够进行保存以
备再次使用，调用已有的“工作”非常快。
自动化的设定和“工作”调用都非常节省时
间，这可以提高日产量，同时使完成小批量
的“工作”效率更高。

3. 远程控制接口
图6

平皮带传动示意图

设备配置自动控制接口，用户使用网
络，通过一个电气的接口就可以实现从外部

（四）德国MB自动调整折纸机
1. 自动调整的概念
最初使用计算机控制折纸设备的想法现
在已经应用到药品包装线上了。MB第一次在
这么小的折纸机上实现了把复杂的设定过程
完全自动化，并且使用这种方法，即使是对
折纸设备经验不足的操作人员也可以很容易
地进行设备的设定和操作。leafletFOLDER
NET 21系列产品采用全自动的控制系统，包
括折纸梳长度、折纸滚轴间隙等都可以进行
自动调整。用户只要在触摸屏上输入物料尺
寸和希望采用的折纸方式，系统会自动计算
并做相应调整，同时可以将“工作参数”进

使用程序进行“工作”程序的调用。

4. 自动调整设备优势
操作和设定简单，在触摸屏上触摸按
键就能完成重要功能自动化的设定。相比传
统设备，自动控制系统具有以下优势：不
必再测量折纸长度；不必计算折纸停止位
置；不需要移除折纸梳和使用反射板代替
它们；不需要专门了解折纸梳长度和折纸棍
间隙的操作人员。

（五）产品技术规范
德国MB说明书折纸机技术规范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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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MB说明书折纸机技术规范

折纸前纸张尺寸

216mm×320mm（最大）

75mm×85mm（最小）

折纸后纸张尺寸

216mm（最大）

15mm（最小）

纸

张

重

速

量

40～120克/平方米（单张和预折）

度

240米/分钟，400份/分钟（定制500份/分钟）

折 纸 梳 数 量

五

4（集成反射板）

结语
装盒机产品速度越来越快，说明书越来越大，纸张越来越

薄，这些对联机用药品说明书折纸机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国产高
速装盒机产品中，如果能集成一款性价比高的药品说明书折纸机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简介
于敏潮（1970—），男，辽宁人，工程师（电气），现任上海亦邮自动
化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研究方向为电气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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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定

成

无菌制剂之稀碎的玻屑

决

败

■■ 陆忠孟

摘要： 随着医药法规越来越严格，国内外制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也越
来越高。目前，在国内无菌注射剂（水针、冻干）方面最困扰药品生产企业的
是异物风险。本文主要对可见异物“玻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无菌注射剂；可见异物；玻屑

目前，在国内无菌注射

色点、色块等非药液本身出现的颗粒状物体。其二，内在

剂（水针、冻干）方面最困扰

可见异物，包括白点、细小蛋白絮状物、蛋白颗粒、微量

药品生产企业的是异物风险，

沉淀物。

GMP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可见异

可见异物的存在可造成肌体局部循环障碍，严重者引

物是在规定条件下目视可以观

起组织缺氧而产生水肿和静脉炎等，更严重的则会危害人

察到的不溶性物质，其粒径长

的身体健康，所以，《中国药典》（2010年版）再次规

度通常大于50μm。

范了注射剂的可见异物检查方法。由此可见，可见异物在

“可见异物”可分为两
种：外来和内在。其一，外来
可见异物，包括玻屑、纤毛、

注射剂产品生产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在FDA、EU GMP
中也是被高度重视的。
本文主要探讨异物之一——“稀碎的玻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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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企业选择无超声波功能的旋转洗瓶机。
在国内市场，由于包装储存环境等问题的存
在，包材供应商无法彻底放弃采用超声波清
洗这一环节，在超声波洗瓶的过程中会有一
些瓶壁玻屑脱落。但是，相比这种对瓶子的
破坏与瓶子无法洗净带来的风险，国人选择
了后者，所以，国内用户大部分选择带有超
声波功能的洗瓶机，好在目前超声波的技术
越来越成熟、稳定。
在产品灯检出现大量的玻屑废品时，
大部分用户会从隧道烘箱、灌装机、包材质
量等方面找原因，但很少有人会去检查洗瓶
玻屑的产生有多方面因素，主要可分为
两大类。
第一，内在因素。西林瓶的材质涉及钠
钙硼硅、低硼硅、中硼硅。瓶子制造工艺包
括模制瓶、管制瓶两种。从材质方面来看，
钠钙硼硅和低硼硅产生玻屑的风险比较高，
这与材质的结构密不可分。然而，现今制药
企业的利润不断被压缩，所以，中硼硅、低
硼硅制成的西林瓶还是占据了绝大部分市
场。

机。洗瓶机在整个联动线中是最易被忽视的
一个重要环节，多数人认为，洗瓶机只要把
瓶内外壁冲洗干净即可。洗瓶机的使命确实
就是这样，但洗瓶的过程需要经过复杂的瓶
子传递翻转程序，无法避免对瓶子造成外力
的挤压、摩擦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重则当
场碎瓶，轻则破坏瓶子内的晶体排列，放大
一定倍数时可以看到图1显示的晶体中间会
出现不紧密缝隙，等瓶子到了隧道内加热到
300℃左右然后剧降到20℃~30℃，这种受
伤的瓶子爆破和落屑几率会呈几何式增加。

第二，外在因素。在洗、烘、灌、轧
生产线以及冻干、包装、运输过程中都有可
能产生玻屑。洗、烘、灌、轧联动线是整个
无菌生产中最容易对瓶子造成外力损害的环
节，接下来我们从洗瓶到灌装结束的全过程
探讨一下玻屑产生的高风险区。
目前，国内大部分的设备制造商要么
直接仿造，要么参照欧洲主推的旋转式洗瓶
机设计。放眼全球市场，在欧美国家更多的

42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图1

晶体中间的不紧密缝隙

Research & Discussion

洗瓶流程中应关注的重点如下：首先，

出现喷针断针的情况，但国内洗瓶机断针的

需关注超声波池内瓶子间的排列密度，不

情况却很常见，而且很少有人考虑瓶口摩擦

可过度挤压，特别是在进瓶螺杆（见图2）

所造成的可见异物问题。

“不等距螺杆”处挤瓶。螺杆在分瓶传递上

进入隧道之后，如何控制网带上的瓶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果设计、安

子排列密度，同样离不开隧道入口的控制机

装、材料不合理，将可能成为瓶子的“绞肉

构的合理设计。应让瓶子保持一定的排列密

机”。其次，如何控制每个瓶子从进入超声

度，使其在进入隧道烘箱加热区时，给瓶子

波水池到离开超声波水池的清洗时间一致，

本身加热膨胀的特性留有一定的空间。加热

需要制药企业通过验证得出。切记不能对一

降温过程中，切记应采用柔和升降曲线，将

个瓶子在超声波池里长时间停留的现象视而

瓶子的剧升剧降导致的玻屑从瓶壁脱落的风

不见！

险降到最低。例如，经过洗瓶机，瓶子受到
了挤压伤害，进入隧道烘箱内就有可能爆
破，其飞溅起的玻屑将落入这一个区域的瓶
内，这些玻屑的清除非常困难。笔者在国外
工厂参观时曾经看到隧道出瓶之后有一个翻
瓶机构，类似克洛泽式空翻（见图3），此
设计的用意是把瓶内的玻屑倒出。但是，在

图2

进瓶螺杆

A级环境下动作机构太过复杂对层流以及A级
区环境的影响有较高的风险，因此，此技术
一直没有被推广，期待同仁们发挥工匠精神

瓶子进入“三水三气”的精洗区后，对

一起开发出一款超越欧美国家的设计。

于瓶子的挤压风险就小了，但随之而来的是
往复运动的喷针和瓶口的摩擦问题，这里同
样需要同仁们重视设计结构和安装及设备磨
损问题。例如，博世洗瓶机精洗区旋转塔采
用三点定位法把整个塔台稳稳地安装在机架
上，在做旋转工作时避免了轴承间隙导致的
晃动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安装喷
针的摆动机械臂，在随着转塔进行往复工作
的同时，还需要喷针进行上下运动，这里的
设计制造真正体现了德国的工业水平。根据
笔者多年的从业经验，很少听说博世洗瓶机

图3

克洛泽式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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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装环节，被洗净并通过高温隧道灭菌后的瓶子表面
非常“涩”，传送至灌装机转盘时需要考虑瓶子与瓶子之间
的碰撞风险。从传送轨迹来看，瓶子一定是从转盘或传送带
的外沿被送出，在转盘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转盘
上的导向臂会把瓶子送至外沿。如果转盘转速太低，瓶子无
法跟上灌装机的生产速度，但转速过快又加大了瓶子与瓶子
之间的撞击力，因此，需要考虑倒瓶和传送效率的问题。灌
装工位出现的碎瓶风险主要来自灌装针的定位，此处出现碎
瓶风险相对较低。对于灌装过程中的撞针、断针不可大意地
“一换了之”。
加胶塞之后到出料星轮或者螺杆也存在碎瓶挤压的风
险，但是，这个区域的瓶子已经加好胶塞，瓶口没有完全敞
开，所以，由于瓶子爆破，玻屑飞溅进瓶的风险非常低，但
玻屑受挤压从瓶子内壁脱落的风险依然存在。

结语
当产品内出现玻屑时，我们不仅仅要审查瓶子的材质及
其加工工艺（如瓶子的回火去应力），更不可忽视无菌灌装
生产线上各个传递的切换点可能存在的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是工匠精神的基石，希望能与药机从业者
共同研讨制药设备技术，打造更好的制药装备。

作者简介
陆忠孟（1981—），男，杭州穆斯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曾在博世包装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工作13年，主要专注于无菌
制剂、固体制剂生产设备的细节优化和节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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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DAC方式的中低压
制备色谱柱的应用研究
■■ 秦

学、刘

慧

摘要： 本文结合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最新研制的产品——DAC600
型工业化中低压制备色谱柱，概述了其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并与DAC高
压制备柱和常压柱进行多方面对比，总结得出采用DAC方式的中低压制备
柱具有操作方便、劳动强度小、分离效率高、处理样品量大、成本较低等
特点，特别适合产品附加值不高、样品杂质含量较多且不容易去除、样品
处理量特别大的情况。
关键词： DAC中低压制备柱；常压柱；工业化分离纯化

制备色谱是分离科学中最有效的制备性

本文将结合DAC600工业化中低压制备

分离技术，是很多研究领域和现代化的合成

色谱柱，重点介绍设备结构及工作流程，并

医药、生物制药、植物提取中必不可少的分

对其性能与高压柱和常压柱进行比较，以便

[1]

离手段 。DAC是动态轴向压缩（Dynamic

用户能够结合自身产品特点，选用更加实用

Axial Compression）的简称，该技术是公

的设备类型。

认的装填制备色谱柱（柱内径大于50mm）
的最佳技术 [2] 。DAC法填装的色谱柱柱床
均匀、性能稳定、柱效高，柱性能的再现性
好。采用DAC工艺装填的色谱柱正在逐步主
宰整个制备型色谱柱市场，但由于DAC制备
色谱柱价格昂贵，一般用于实验研究和少量

一 DAC600型中低压制备色谱
柱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一）DAC600中低压柱的结构

生产，在工业化的大生产方面应用还很少，

DAC600中低压柱包括：支架（含操

仅限于大型制药公司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分离

作面板、操作平台）、分离柱管和柱管固定

纯化使用。

组件、上活塞油缸、上活塞组件、下法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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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下法兰组件、上下油路系统及辅助装置

可装填最大柱床高度：1500mm。

（见图1）。现将以上各主要部件的功能作简

设计最高工作压力4MPa（580psi）。

要说明。

2. 上活塞油缸
上活塞液压缸与上油路控制系统相连
接，通过面板操作阀控制上油缸带动上活塞
上下运动，挤压柱内填料，产生需要的柱内
压强，压实柱床。
上液压缸直径为100mm，工作行程为
1000mm，最高工作压力为32MPa。

3. 活塞组件
由液压缸连接头、自动定位滑动导向
块、活塞体、上下导向套、高压密封圈、分
配器孔板、筛板和入液管路等组成。主要用
于密封柱床和均匀地分配流体，其是决定分
离效果的关键部件。
活塞体材质为316L，上下导向套材质为
PTFE，高压密封圈材质为PTFE+316，分
配器孔板、筛板和入液管路材质均为316L。

3000

4. 下法兰油缸
1700

下法兰液压缸与油路控制系统相连接，
通过面板操作阀控制液压缸油路，带动下法
兰绕绞轴进行0 ～ 30°的旋转运动，使柱内
1800

1800

填料按照规定的方向有序地流出柱管。
下油缸直径为200mm，其工作行程为

图1

DAC600中低压制备色谱柱实体及二维结构图

1. 柱管
柱尺寸：600mm（ID）x630mm
（OD）x2000mm，材质为316L。

250mm，最高工作压力为32MPa。

5. 下法兰
由法兰体、分配器、筛板、O型密封圈
及出液接头等组成，主要起到密封柱内填料
和卸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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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AC600中低压柱的工作原理及
流程说明

时使柱内产生工艺要求的压力（一般小于
4MPa）。设备状态如图4所示。

DAC中低压柱的工作原理与DAC高压
柱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均包括以下几个步

上活塞不动

骤：装柱、进样、洗脱、拆柱等。

1. 装柱
其一，清洗设备，保证柱管内壁、活塞
表面、柱底法兰内干净，无灰尘、油渍等污
染物。
其二，接通洁净不间断气源，并保证气

下法兰与柱管密封

压、气量满足要求。
设备初始位置如图2所示。
图3

240

活塞上行到极限位置

DAC600中低压制备柱装柱状态（一）

30°

上活塞位置

下法兰旋转到极限位置

图2

DAC600中低压制备柱初始位置示意图

下法兰与柱管密封

其三，在下法兰上装入O型密封圈，控
制操作面板调节阀，使下法兰翻转到与柱管
底部密封状态，并调节气压至2MPa。设备

图4

DAC600中低压制备柱装柱状态（二）

其五，保压静置30min，装柱完成。

状态如图3所示。
其四，从柱管上端通过特殊设计的加

2. 进样

料漏斗将填料介质（如硅胶、氧化铝等）注

进样方式可选择泵进样和固体上样两种

入柱管内，通过控制面板操作阀，使活塞下

方式，用户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选择泵进

行进入柱管，继续下行到需要的位置，同

样时，需要将样品溶于合适的试剂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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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脱泵将样品输送到柱床中；如选择固体上

不高，因此，该设备所使用材料较少，同时

样，则需将上活塞提起，然后将样品直接倒

降低了设备的整体重量。

入柱床内，再将活塞压入柱内。

第二，处理样品量更大。由于DAC中低
压柱使用了更长的柱管（如DAC600中低压

3. 洗脱
注入样品后，需要按照工艺条件用流动
相进行洗脱分离。对于DAC中低压柱来讲，
配套的洗脱用输液泵选用中低压泵即可，精
度要求也不是很高。

柱柱长为2000mm，而DAC600高压柱柱长
一般小于1000mm），载样量也比DAC高压
柱多了一倍甚至更多。
第三，拆柱操作非常方便。DAC方式的
中低压柱在柱底法兰处配置了液压自动控制
升降装置，首次实现了柱底与柱管拆柱不分

4. 拆柱
一个生产批次完成后，需要将废弃的
填料介质从柱内移除，以便进行下一个生产
循环。这时只需控制操作面板调节阀，使下
法兰翻转打开并恢复到设备初始位置（见图
2），然后用特殊设计的物料回收车将废弃填
料直接拉走，如果柱内填料不能顺利地自然
流出，只需控制操作面板上的调节阀，使上
活塞向下轻轻加压便可顺利完成拆柱。

离，避免了人工费力拆卸螺栓以及密封不可
靠导致的潜在泄漏问题，这也是该设备最独
特的创新设计。
第四，配套设备成本低。制备柱只是分
离纯化装备的重要部分，还要借助其他辅助
设备才能实现，如装柱用填料、输液泵、在
线检测器等。特别是填料，对于DAC600
中低压柱来讲，一次装填的填料量可达
300~500kg（以100~200目硅胶为例），
但其总价值为1万元左右，还不及DAC高压
柱装填用填料（以10μm球形硅胶为例）1kg

二

DAC低压柱的优点
了解DAC600低压柱的基本工作原理

的价格。另外，选用的中低压输液泵，其价
格也只有高压泵价格的1/2左右。

后，下一步将对比现在分离纯化领域常用的
DAC高压柱和常压柱，分析其主要优点。

（一）相对于DAC高压柱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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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对于DAC常压柱的优点
首先，最大的优点是分离效率高。由于
采用DAC高压柱的加压活塞结构，并外加了

第一，最大的优点是设备成本低，价格

输液泵进行洗脱，提高了分离效率和质量，

是DAC高压柱的2/3，最低可达1/2。由于使

单次处理同等质量样品，采用DAC方式中低

用压力属于中低压，对材料的强度要求相对

压柱要比常压柱节省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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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拆装柱操作特别方便。相对于常
压柱要拆几十个螺栓才能将填料卸下，DAC

压DAC柱才能实现，DAC中低压柱更适合装
填粒径较大且不规则的填料介质。

中低压柱的下法兰结构显得极其轻便。
最后，配套在线检测装置，方便接收目
标产品。相对于常压柱对目标产品采用点板
接收的方式，DAC中低压柱采用在线检测装
置，并通过计算机软件远程控制，可视化的
界面既方便又准确，避免了靠经验接收造成
的漏接和错接。

三

结语
工业制备色谱技术由于具有其他方法无

法比拟的特点及强大的分离能力，必将成为
分离与纯化领域中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由于
工业化DAC高压制备柱价格昂贵，很难在许
多制药企业中迅速普及使用，采用DAC方式

虽然DAC中低压柱有很多优点，但并非

的中低压柱很好地解决了生产效率低和成本

适合所有场合。比如，对纯度要求极高的产

高的问题，填补了介于高压分离和常压分离

品，DAC中低压柱的分离效率就会很低，或

之间的设备应用空白，具有很高的实用性，

只有使用粒径很小（一般粒径小于20μm）且

相信该类型设备在今后很多制药企业的大规

规则的填料才能分开的产品，则必须借助高

模化分离生产中能够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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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医药工业
有机废气处理工艺
■■ 宋有星

摘要：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国医药工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也与我国医药工业的产业结构有关，大量原料
药、中间体甚至仿制药的批量化生产，势必带来工业“三废”的问题。当前，废
水、废气、废渣的综合治理与排放处理已经成为医药工业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议题，
由此引发的严重水污染、雾霾、异味等现象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各地
政府积极响应环保部门要求，陆续出台各类环保治理方案，河北、山东等原料药、
化工企业集中的省份则发布了紧急限产、停产令，当地政府更是高度重视由此带来
的排放与环保问题。本文将以“医药工业有机废气处理工艺”为题，浅谈治理工艺
与思路，期望抛砖引玉，推动该工艺的创新研发与资本引入；从多因素入手，试图
在探索有机废气有效治理的同时，兼顾企业发展的经济性因素，减少企业运营的成
本负担，从而实现有效治理与环境改善。
关键词： 医药工业；VOCs；有机废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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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药工业生产过程中，

工业的发展，VOCs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国内也曾先后

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的化学与生

曝出几家大型化工企业导致的恶性污染事故。VOCs已

物制剂，自然会产生各类挥发性有

成为世界性的公害。发达国家不断修改法律，一再降低

机化合物（VOCs），由于生产工

VOCs的排放浓度。

序多，使用原料种类多、数量大，

如何处理风量大、较分散且含有高、中、低浓度

导致排放物成分复杂。VOCs排放

各类污染物的尾气，成为企业面临的一大环保难题。在

点一般比较分散，有许多无组织的

这里，难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综合治理方案和工艺的确

排放源，一般含易燃易爆物质，对

定与选择；二是分散型或无组织排放源的收集与综合治

生产环境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

理；三是综合治理成本问题。在技术层面，已经有各类

VOCs的收集十分重要。随着化

方案应对排放与收集治理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处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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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经济性问题，这也成为制约当前制药工

塑剂”。

业的重要难题。

这些定义有相同之处，但也各有侧重。
如美国的定义，对沸点或初馏点不作限定，
强调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不参加大气光化
学反应的就叫“豁免溶剂”，如丙酮、四氯
乙烷等。世界卫生组织和巴斯夫公司则对沸
点或初馏点有限定，不管其是否参加大气光
化学反应。国际标准ISO 4618/1-1998和德
国DIN 55649-2000标准对沸点和初馏点不
作限定，也不管是否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

一

VOCs概述

只强调在常温常压下能自然挥发。

在我国，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VOCs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意

organic compounds，VOCs），是指常

义上的VOCs定义，只说明什么是挥发性有

温下饱和蒸汽压大于70Pa、常压下沸点在

机物，或者在什么条件下是挥发性有机物；

260℃以下的有机化合物，或在20℃条件下

另一类是环保意义上的定义，也就是说，是

蒸汽压大于或者等于10Pa具有相应挥发性的

活泼的那一类挥发性有机物，即会产生危害

全部有机化合物。

的那一类挥发性有机物。非常明显，从环保

美国ASTM D3960-98标准将VOCs定

意义上说，挥发和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这两

义为任何能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

点是十分重要的。不挥发或不参加大气光化

物。美国联邦环保署（EPA）的定义为：挥

学反应就不构成危害，这也是欧洲将溶剂按

发性有机化合物是除CO、CO 2、H 2CO 3、

光化臭氧产生潜力来分类的原因。

金属碳化物、金属碳酸盐和碳酸铵外，任何

根据WHO的定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的碳化合物。世界卫生

（VOCs）是指在常温下，沸点为50℃ ～

组织（WHO，1989）则对总挥发性有机

260℃的各种有机化合物。VOCs按其化学

化合物（TVOC）定义为，熔点低于室温

结构，可以进一步分为：烷类、芳烃类、

而沸点在50℃～260℃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

酯类、醛类和其他等。目前，已鉴定出的

合物的总称。德国DIN 55649-2000标准

VOCs有300多种，最常见的有苯、甲苯、

在测定VOCs含量时，又进行了限定，即在

二甲苯、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甲烷、三

通常压力条件下，沸点或初馏点低于或等于

氯乙烷、二异氰酸酯（TDI）、二异氰甲苯

250℃的任何有机化合物。巴斯夫公司则认

酯等。

为，最方便和最常见的方法是根据沸点来界
定哪些物质属于VOCs，而最普遍的共识认

二

VOCs对人体的危害

为，VOCs是指那些沸点等于或低于250℃

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过高时很容

的化学物质。所以，沸点超过250℃的那些

易引起急性中毒，轻者会出现头痛、头晕、咳

物质不归入VOCs的范畴，往往被称为“增

嗽、恶心、呕吐或呈酩醉状；重者会出现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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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甚至很快昏迷，还可能危及生命。
长期居住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的环
境内，可引起慢性中毒，损害肝脏和神经系

源的多样性、排放点的分散性等特点制定有
效、合理的方案，统筹规划设备投入成本、
运营成本以及综合回收等。

统，引起全身无力、瞌睡、皮肤瘙痒等；有

第三，结合当地的扶持政策，整合资

的还可能引起内分泌失调、影响性功能；苯

源，积极获取补贴与支持。以上海市为例，

和二甲苯还能损害神经和免疫系统，以至引

2016年颁布了《上海工业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发白血病。

企业污染治理项目专项扶持操作办法实施细
则》【沪环保防（2016）112号】，文件中

三

无处不在的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几乎无处不在，防

不胜防：家居环境中含有有机溶剂、油漆及
含水涂料的诸如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
生活及办公用品等，家用燃料和烟叶的不完
全燃烧等，还有大量工业生产废气、汽车尾

将申请流程、申请条件、现场核实、补贴认
证、网上申报等做了详细说明，为企业提供
补贴与扶持。
第四，发展循环经济，将有机溶媒进行
有效回收利用，余热进行整合、循环使用，
降低运营成本。

气、光化学烟雾等，综合治理任重而道远。

第五，资本融合，引入民间资本或其他

本文仅以医药工业生产中有机废气处理为

金融资本为企业服务，以“合同能源管理”

例，浅谈治理工艺与思路。

的方式推动设备更新改造，实现VOCs治理
的经济性考量。

四

有机废气处理方案与思路

综合成本分析、统一规划，从源头控制，从

五 优化工艺的关键在于选择“最
适合”的处理工艺

细节入手，做好循环经济评估，制定完善的

每个制药企业的生产工艺不同，所用有

安全实施方案；同时，务必兼顾当地政府环

机溶媒不同，排放方式也有不同，从源头上

保扶持政策，引入民间或其他金融资本，有

优化生产工艺可以有效降低VOCs排放量和

效、有序开展治理工作。

排放点，减少回收难度与负荷。所以，选择

医药工业有机废气处理应当着眼大局，

第一，应该从源头入手，通过优化生
产工艺，从源头减少VOCs排放，建立多维

就是最好的。

度有机废气检测方案与数据库，对所辖有机

建议优先选择成本低、能耗少、无二次

废气进行长期检测、分析与评估并录入数据

污染的废气净化处理方法，充分利用废气的

库，对各排放工艺点的精确位置、排放源、

余热，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排放量进行逐一摸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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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本企业的工艺处理方案很重要，适合的

一般情况下，由于制药企业生产活动

第二，按照检测方案与数据，分析所含

的特殊性，最常见的挥发性有机物有苯、甲

VOCs的有效成分以及化学性质，选择专业

苯、二甲苯、苯乙烯、三氯乙烯、三氯甲

的公司，以便制定综合治理方案，根据排放

烷、三氯乙烷、二异氰酸酯（TDI）、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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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甲苯酯等，排气浓度高、气味大，一般多

废气的余热，净化废气，使废气达到排放标

采用冷凝、吸收、燃烧等方法进行废气的净

准。通常还会在冷凝回收装置后面再加装一

化处理。食品、水处理、印刷等行业的排气

级或多级的其他有机废气净化装置，使其达

浓度低，多采用吸附、催化燃烧等方法进行

标排放。

废气净化处理，下面针对这几种方法进行简
单介绍。

当有机废气浓度高、温度低、压力小
时，可采用冷凝法进行净化处理，一般应用
于医药、石化企业。

（一）冷凝回收法

该工艺的核心是强化传热、强化冷凝、余

冷凝回收法就是将医药工业生产中的有

热循环使用，有机废气或尾气一般有反应釜储

机溶媒或尾气废气直接引入冷凝器，尤其是

罐排空、离心尾气、真空泵尾气等几种形式，

高浓度VOCs，可以通过冷凝器，将其气态

其中含有许多不凝性气体。在冷凝过程中，冷

的VOCs降低到沸点以下，凝结成液滴，再

凝器的强化传热选择尤为关键，可根据溶媒或

靠重力作用落到凝结区下部的贮罐中，从贮

尾气的物性参数选择最适合的冷凝器结构形

罐中抽出液态VOCs，经过吸附、吸收、解

式，充分冷凝换热，实现回流利用。同时，冷

析、分离等环节的作用和反应，回收有价值

凝所需要的冷却介质（一般为冷却水）可充分

的有机物，回流收集后再使用。同时，回收

利用其余热实现循环再使用（见图1）。

原理
冷凝将废气降温至VOCs成分之露点以下，
使之凝结为液态后加以回收之方法。

适用范围
多用于高浓度、单一组分有回收价值的VOCs的处理

处理成本较高，故通常VOCs浓度≥5000ppm，
方才适用冷凝处理，其效率介于50%～85%之间；
浓度≥1%以上时，则回收效率可达90%以上。

图1

冷凝法也经常搭配其他控制
技术，如焚化、吸附、洗涤
等作为前处理步骤。

冷凝回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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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法

（四）燃烧法

吸收法是利用某种VOCs易溶于特殊的

直接燃烧法就是利用燃气等辅助性材料

溶剂（或添加化学药剂的溶液）的特性进行

将废气点燃，促使其中的有害物质在高温燃

处理的一种方法。最经济、最常见的溶剂是

烧下转变成无害物质，该方法投资小、操作

水。为了增大VOCs与溶剂的吸收率和接触

简单，适用于浓度高、风量小的废气，但其

面积，这个过程通常都在装有填料的吸收塔

安全技术要求较高。

中完成。采用低挥发性或不挥发性的溶剂对
VOCs进行吸收，再利用VOCs和吸收剂的
物理性质的差异进行分离。含VOCs的废气
自塔底进入塔内，在上升过程中与来自塔
顶的吸收剂逆流接触而被吸收，净化后的
气体由塔顶排出。吸收了VOCs的吸收剂通
过热交换器后，进入吸收塔顶部，在温度高
于吸收温度或压力低于吸收压力的条件下解

（五）催化燃烧法
催化法就是将废气加热经催化燃烧后转
变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该方法适用于温
度高、浓度高的有机废气的净化处理，具有
燃烧温度低、节能、净化率高、占地面积小
等优点，但投资较大。

吸。解吸后的吸收剂经过溶剂冷凝器冷凝后
回到吸收塔。解吸出来的VOCs气体经过冷

（六）吸附法

凝器、气液分离器后离开汽提塔，被回收利
用。该工艺适用于VOCs浓度较高、温度较
低的气体的净化。
物理吸收法是将废气直接引入吸收溶液
中进行吸收、净化，吸收液饱和后再进行加
热、解析、冷凝等处理，用于回收余热和回
收物。一般在浓度较低、温度低、废气量较
大的情况下可使用吸收法，通常还需要配备
加热、解析、回收的装置，涉及工业涂装作
业环境，如常用的油帘、水帘吸收漆雾的方
法，就是常见的有机废气吸收法。

1. 直接吸附法
利用活性炭或其他新型吸附介质对有机
废气进行吸附净化处理，净化率可达95%以
上，该方法设备简单、投资少、运营繁琐，
因需要经常更换活性炭，频繁地装卸、更换
等程序增加了运行成本。

2. 吸收法与活性炭吸附相结合法
利用纤维活性炭吸附有机废气，使其
在趋近饱和状态下，实现脱附再生。废气首

（三）生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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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通过二级吸收处理后再通过活性炭吸附处

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分解VOCs的一种

理提高废气的吸收效率。废气进入净化塔

方法，所用的装置为生物过滤器，要占有较

均匀地上升到第一级填料段，吸收的酸性

大的空间，一般用于处理低浓度VOCs。

气体继续上升进入第一级喷淋段，然后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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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三：

冷凝+吸附技术
达标排放

吸附

脱离

废气

组合四：

吸附+蓄热催化燃烧技术

达标排放
废气

图2

吸附-催化燃烧法

上升到第二级填料段、喷淋段进入与第一级

净化处理。该方法适用于浓度低、风量大的

类似的吸收过程。吸收后的气体再通过一套

废气净化处理，是当前国内应用最多的一种

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净化排放，从而使处

废气净化处理方法（见图2）。

理效果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3. 吸附-催化燃烧法

（七）低温等离子净化法
低温等离子体是继固态、液态、气态之
后的物质第四态，当外加电压达到气体的放

该方法综合吸附法与催化燃烧法的优

电电压时，气体被击穿，产生包括电子、各

点，具有运行稳定、投资少、运行成本低、

种离子、原子和自由基在内的混合体。放电

维修简单等优点。利用新型吸附材料对有机

过程中，虽然电子温度很高，但重粒子温度

废气进行吸附处理，使其在接近饱和状态下

很低，整个体系呈现低温状态，所以被称为

吸附、解析、脱附，接着再将废气引入催化

“低温等离子体”。低温等离子体降解污染

燃烧床进行无焰燃烧处理，实现废气的彻底

物是利用这些高能电子、自由基等活性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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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污染物分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分解，并

低温等离子净化法具有后期维护成本低

产生后续的各种反应，以达到降解污染物的

等优点，正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但存

目的（见图3）。

在初期设备投资成本高等问题。相信随着技

处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传统方法，如

术和工业的发展，低温等离子净化技术会越

吸收、吸附、冷凝和燃烧等，对于低浓度的

来越成熟，设备投资也会随之下降，届时将

VOCs很难实现，而光催化降解VOCs又存

会得到普遍应用。

在催化剂容易失活的问题，利用低温等离子

医药工业实现环保治理势在必行，当

体处理VOCs可以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具

前既需要医药企业的综合治理决心和实际行

有潜在的优势。

动，也需要装备与治理服务企业的技术创新
和变革，更需要处理过程中设备投资和运营
高温等离子发射装置

成本的有效解决，以便统筹各方资源，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笔者以上述七种处理
方法浅谈VOCs治理工艺，抛砖引玉，期望
对医药工业和装备企业有所启示。

废气进出口

图3

高温等离子火焰

低温等离子净化法

六

结语
中国医药工业、装备市场的未来需要产

业细分、专业细分、资本融合，更需要核心技
等离子体技术是一门建立在放电物理

术研发的“匠心精神”，这将是一个行业或产

学、放电化学、化学反应工程学及真空技术

业的发展根本，一种新的废气治理工艺的革新

等基础学科之上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因

将改变整个产业格局，我们期待着更多创新产

此，目前能成熟地掌握该技术的单位非常

品出现，有效地解决“三废”的排放问题，实

少，大部分采用低温等离子技术处理废气的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宣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温等离子废气处
理技术。
针对不同的有机废气，因成分、排放量
和浓度的不同，应选择不同的有机废气处理
方式，并充分结合技术成熟性、经济性以及
设备维护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应用最为广

参考文献
［1］顾 凯 红 ， 钟 旭 东 ． 六 大 常 见 的 有 机 废 气
（VOCs）及处理技术［S］．北极人节
能环保网，http：//huanbao.bjx.com.cn/
news/20160614/741953.shtml．

泛的还是活性炭吸附法，但是该方法存在适
用期限以及后期废活性炭洗脱回收成本大、
污染转移、运营成本较高等缺点，因此，目

宋有星（1979—），男，山东人，现任山东鸿基

前组合吸附-催化燃烧法在技术改造或新建项

换热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研究方向为制

目中的应用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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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螺杆真空泵在溶媒
回收装置中的应用
■■ 陈

云、贾

谊

摘要： 本文通过对湿式罗茨-液环真空泵与干式螺杆真空泵两种真空溶媒回收系统性能的比
对，发现干式螺杆真空泵因具有清洁无油、零污染、高真空、抽气量大、振动小、噪声低
等优点，在溶媒回收装置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有效地提高了溶媒回收率，极大地降低了环
保压力，必将替代液环泵广泛应用于无油（水）真空获得系统，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
关键词： 溶媒回收；湿式真空系统；干式真空系统；干式螺杆真空泵；正压回收；闭式循
环冷凝；节能环保

一

概述
制药、化工生产工艺中的溶剂、萃取

剂，使用的量较大。溶媒的种类多、废溶
媒的组分复杂，致使溶媒回收量大、回收
率低、能耗高（仅能耗就是先进国家的2~6
倍），所含溶媒通常是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的介质，加大了安全、环保的压力。溶
媒回收是制药、化工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的过程，常用的减压蒸馏技术，即利用真空
系统形成的负压抽吸溶媒气体，再经冷凝、
分离回收，因此，真空获得设备就成为溶媒
回收装置的核心。目前，国内外的真空获得
设备已由最初的有油（水）的湿式真空系统
升级为更加清洁的无油（水）的干式真空系
统。干式螺杆真空泵已被广泛应用于无油
（水）真空获得系统。

环节，因而寻求高效节能、安全环保的溶媒
回收装置日益成为制药企业关注的重点。

二

传统湿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

溶媒回收是共沸精馏、萃取精馏、吸附

传统的溶媒回收多采用湿式真空回收系

分离的过程，是利用能量转换使混合物分离

统，普遍选用罗茨-液环真空泵机组、喷射泵

2017.01

57

P 工艺与应用

回收系统、往复泵回收系统，即在真空机组

叶轮在泵腔内回转运动使工作室容积发生周

之前对溶媒进行冷凝回收。其中，液环泵回

期性变化以实现抽气。液环泵的工作液在运

收系统较后两者有明显的优势，在此以液环

行中会溶解或吸收部分有机溶媒，在汽液分

泵为例介绍湿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

离器中分离废气和高浓度的有机废液，这两

在液环泵溶媒回收流程（见图1）中，热

个部分不能充分回收，而使溶媒回收量增

溶媒汽体经冷凝液化分离后被回收，部分不

大、运行成本增加。如果采用水作为工作

凝气体和被气体带出的液态溶媒经液环泵抽

液，将产生大批量的废水，同时部分未冷凝

吸后再被冷凝液化，液化的溶媒经气液分离

液化的溶媒会排放到环境中去，产生的废液

器及除沫器被分离收集。

和废气都需要处理，这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
本及安全、环保压力。

2

3

5

PG TI

PG TI

6

M

7

第三，功率消耗高。液环泵是一种容积
8

PG

式真空泵，其抽气速率受循环液及介质的影响
较大，受抽气速率低及真空度低等影响，其功

1

9

4

率消耗较高，且其功率消耗随冷却液温度、流
量、工艺气体类型及真空度等因素变化。
第四，真空机组维修率高。受机组的

图1

液环泵溶媒回收系统

结构及工作原理影响，液环泵在工作中会发

注：1-原料罐；2-气体冷凝器；3-一次分离罐；4-一次回
收罐；5-液环泵；6-气体冷却器；7-除沫器；8-二次分离
罐；9-二次回收罐。

生比较严重的气蚀现象，且容易结垢，机组
的工艺性能不断下降，需定期对机组进行维
护，进而导致机组的维护成本及运行成本不

湿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方

断提高。

面的不足：
第一，溶媒回收率低。液环真空泵的抽
气速率低，为0.25～500m 3 /min；极限压
3

3

力：单极泵为2×10 ～8×10 Pa，双级泵
3

3

为2×10 ～4×10 Pa，因而导致溶媒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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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干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
螺杆真空泵具有清洁无油、抽速大、真

空度高、振动小、噪声低等优点，已成为当
前真空系统的首选产品。

低，基本维持在60%～80%，如在泵体后再

干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采用韩国东方

增设二次冷凝及气液分离装置可使回收率提

DBP及DBVP系列干式螺杆泵，主要包括以

高到90%。

下几个部分：溶媒回收真空发生系统、溶媒

第二，废液和废气量大。液环泵是在

冷凝回收系统、尾气闭式循环系统、溶媒接

泵体中装有适量的液体（常用水）作为工作

收罐以及连接各系统的管路，方案流程如图2

液，工作室由旋转液环和叶轮构成，靠偏置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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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未冷凝的溶媒气体再次进入真空

排气口

6
3

发生系统进行循环冷凝回收，从而提高了溶
1

媒回收率，其回收率高达95%~99%。

7

第二，运行安全可靠。泵腔内安装的两
2

螺杆，经 过 严 格 动 平 衡 校 正 ， 用 轴 承 做 支
8
4

5

撑 ， 之 间留 有 合 理 间 隙 的 螺 杆 ，运动独立
不接触，无需润滑；螺杆采用耐腐蚀性最好
的特殊TEFLON涂层，能耐受多种腐蚀性气

图2

干式螺杆真空泵溶媒回收系统

注：1-干式螺杆真空发生系统；2-进气过滤系统；3-开/停

体的腐蚀，以确保有毒、有害、腐蚀性、凝

机吹扫系统；4-密封吹扫系统；5-冷却水循环系统； 6-尾

缩性气体更加容易处理；泵体采用机械密封

气闭式循环冷凝系统；7-溶媒冷凝回收系统；8-接收罐。

与TEFLON唇形密封双重密封方式确保系
统零泄漏；还有氮气密封伴随整个系统的全

干式螺杆真空泵是在泵腔内安装两个经

过程，能有效地防止因密封失效而引发的爆

过严格动平衡校正、轴承做支撑、留有合理

炸、中毒等危险；更有变螺距、螺杆真空泵

间隙的螺杆，进行同步高速反向旋转，由

能有效地降低泵体气体排出温度，从而有效

此产生吸气和排气的速度型真空泵。因此，

地节能。因此，干式螺杆真空泵能确保在恶

可以使生产过程中的有机溶媒气体在排气侧

劣工况下安全、可靠地运行，并有效降低系

经冷凝实现溶剂的回收；泵工作时，转子不

统能耗，提高系统溶媒回收效率。

会相互磨擦，运转平稳，噪音低，消耗功率

第三，系统清洁度高确保回收溶媒无污

低，具有节能、免维修等优点；同时，工作

染。系统设置有开/停机吹扫系统，在溶媒气

腔内不需润滑油，无任何介质，可获得清洁

体进入系统前关闭系统进气阀门，利用氮气

真空，以实现废水、废液的零排放；抽气速

对其进行5~15min的吹扫，保证系统中残留

率高、极限压力≤10Pa；可获得高真空。

气体全部被置换，在进气口设置可循环使用

干式螺杆真空泵具有以下优势：

的过滤网保证进入系统内溶媒气的洁净度，

第一，溶媒回收率高。干式螺杆真空泵

且泵体工作腔内无润滑油，可获得高清洁度

是泵腔内的两螺杆进行同步高速反向旋转，

真空，从而保证回收溶媒不被污染。

由此产生吸气和排气的速度型真空泵，不受

第四，无环境污染。采用干式无油

循环介质的影响而产生高真空，且抽气速率

（水）螺杆泵组成真空发生系统，运行中只

稳定。在泵体进气侧温度小于40℃的情况

需少量循环水对泵腔进行冷却，冷却腔与螺

下，可仅在排气侧设置冷凝器对生产过程中

杆腔分离，工艺介质与循环水无接触，无废

的有机溶媒气体冷凝回收。系统的极限真空

液和废水排放，故无环保压力。该工艺中

度高，提高了溶媒的蒸发及溶媒蒸汽的冷凝

99%的溶媒得到回收，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

效率，并在冷凝回收系统之后设置尾气闭式

污染及企业的环保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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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溶媒耗用量，明显节约了成本。

第五，自动化程度高。能设定运行参数，
各分系统设监测元件、控制阀门、传感器，能
实现对系统的运行状态、工作压力、工作温度

四 新旧溶媒回收系统性能参数及
运行情况对比

的实时测监，如进/排气端的真空度及进气温
度监测、系统冷却及气障密封流量、循环冷却
水的流量、压力监测、真空泵的运行状态监

下面结合实际案例对干式螺杆真空溶媒

测、溶媒回收液位监测及自动排液等。通过时

回收系统与传统湿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的性

序控制，在满足设定参数下完成各系统的按需

能参数及运行情况进行比对。

开启、故障报错、开/停机控制，保证系统安

拜耳—滇红药业原溶媒回收采用13台

全、可控地实现自动化运行。

开式液环真空泵机组，环保压力及后期维护

第六，经济效益明显。在满足相同抽气

保养成本较高，改用干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

量的情况下，干式真空溶媒回收系统的功率消

后，改进了工艺，采用6套干式螺杆真空泵组

耗比其他真空泵小，且功率消耗较为恒定，溶

成溶媒回收系统泵站运行，自动平衡系统设

媒回收过程中系统冷却水与工艺介质无接触，

定压力，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此

避免了废水的产生，节省了废水处理费用；同

系统已成功运行。

时，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溶媒回收率，降低了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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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对比数据如表1所示。

液环泵与螺杆泵性能对比

项目

极限真空
（Pa）

抽气量
（m3h-1）

装机功率
（kW）

功率消耗
（kW）

循环水量
（m3h-1）

溶媒回收率
（%）

保养工时
（h）

真空度
稳定性

液环泵

3300

220

7.5

7.5

1.6

90

0

波动较大

螺杆泵

6.65

410

11

8

0.8

98～99

50

工作平稳

从性能上看，螺杆泵真空溶媒回收系统

表1数据按照工作时间250天，每天运行

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真空度；在抽气量提高

16小时计算，螺杆泵真空溶媒回收系统耗用

90%的情况下相对功耗只增加7%；总溶媒

电量节省20万度，电费按1元/度计算，年节

回收率提高近9%，极大地节约了原料溶媒的

约用电支出20万元；总循环水用量减少6.4万

耗用量；在相同抽气量下，冷却水耗用量减

吨/年，多回收醇溶媒量144吨，按照醇类市

少了75%；同时，螺杆泵由于无汽蚀现象，

场价格7000元/吨计算，节约用醇及水费用

只需正常的润滑保养，无需除垢，即可保证

共计101万元；由于螺杆泵几乎不需要保养

设备长期平稳运行。

维修，每年可节约维修及保养费用大约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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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系统每年总计节约成本约134万元。由此可知，干式螺杆真空泵溶媒回收系统
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运行成本，降低环保压力。

五

结论
通过以上两个回收系统运行对比，不难看出：干式螺杆真空泵溶媒回收系统

具有高真空、抽气量大，以及高溶媒回收率、低能耗、零泄漏、零污染、振动小、
噪声低、运行平稳等优点，其替代液环泵应用于无油（水）真空获得系统将成为必
然，可降低环保压力，为制药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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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政策与规划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
“十三五”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 摘自2016年第6期《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2016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
规划指南》。

《规划指南》制定了“十三五”总体目

业的比重要在3.0%的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

标：
到2020年，规模效益稳定增长，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全面提高，供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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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属于中高增速；医药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

《规划指南》制定了八项主要任务，各
项任务和相关目标如下：

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医药

一是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完善政产学研

工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其中，行业增长目

用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创新升级，加强研发

标是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速高于10%，占工

支撑。目标是2020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研

业经济的比重显著提高。总体目标体现了惠

发投入强度达到2%以上，创新质量明显提

民生、稳增长、调结构的内容。行业增长目

高，新药注册占药品注册比重加大，一批高

标综合考虑了医药工业发展现状、面临的形

质量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新药国际注册取

势和采取的措施，并保持和国务院《关于促

得突破。

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指标

二是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加强质量体系

衔接，10%的增速指标较“十二五”低，但

建设，推动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加强质量品

Pharmacy & Equipment 医药&装备

Policy & Planning

牌建设。目标是药品、医疗器械质量标准提

（MES）使用率达到30%以上，建成一批智

高，各环节质量管理规范有效实施，产品质

能制造示范车间。

量安全保障加强，基本完成基本药物口服固

六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进行业重组

体制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通过

整合，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目标是行业重组

国际先进水平GMP认证的制剂企业达到100

整合加快，集中度不断提高，到2020年，前

家以上。

100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所占比重提高10个

三是提升供应保障能力。保障短缺药品
供应，完善国家医药储备体系，满足多样化

百分点，大型企业对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进
一步加强。

市场需求。目标是国家基本药物、常用低价

七是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优化出口

药供应保障能力加强，临床用药短缺情况明

结构，促进出口增长，加强国际技术合作，

显改善，临床急需的专利到期药物基本实现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目标是医药出口稳定增

仿制上市，国家医药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

长，出口交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力争达到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研发和应急生

10%，出口结构显著改善，制剂和医疗设备

产能力显著增强。

出口比重提高，境外投资规模扩大，国际技

四是推动绿色改造升级。提升行业清洁

术合作深化，国际化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生产水平，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提升

八是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大力推动

全行业“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EHS）

“互联网+医药”，发展智慧医疗产品，培育

管理水平。目标是与2015年相比，2020

新的健康消费需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服

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务型制造发展。

18%，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22%，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3%，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下降10%以
上，化学原料药绿色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为发挥对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
引导作用，《规划指南》针对生物药、化学
药、中药、医疗器械、药物辅料和包装系
统、制药设备六个领域，分别提出了产品和

五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以信息

技术发展重点。相关内容是由行业专家根据

技术创新研发设计手段，提高生产过程自动

医药工业产品技术发展现状和疾病防治需

化和信息化水平，应用信息技术改进质量管

求，结合各子行业产品技术发展趋势，在

理。目标是到2020年，医药生产过程自动

反复研究后提出的，保持了与“重大新药创

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大型企业关键

制”科技重大专项、《中国制造2025》等相

工艺过程基本实现自动化、制造执行系统

关内容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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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国家标准选登

GB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第十二届“兴业杯”
GB/T

15692-2008

中国制药装备有奖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制药机械术语（五）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3.3.1.4

到一定浓度而结晶的结晶设备。

内循环搅拌式结晶器

一等奖

inner-circulation crystallizer with stirrer

空缺

外设冷却夹套、装有搅拌装置、料液循环于导流

3.3.3

反应结晶器

筒内外的罐形结晶设备。

reaction crystallizer
流体之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固体沉淀的罐形结

3.3.1.5

晶设备。

长槽搅拌式连续结晶器

long slot stirring crystallizer
内装螺带式搅拌器、外设冷却夹套、长≥12m连
3.4 分离机械及设备
制药高架立体库施工与验证
续工作的槽形结晶设备。
3.3.1.6

二等奖

外循环结晶器

陈

辉

separating machinery and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equipment

对悬浮液、乳浊液、气溶胶及固体颗粒大小进行

分级、分开的机械及设备。
怀牛膝根茎叶中β-蜕皮甾酮含量比较

outer-circulation crystallizer

卢鹏伟、李光勇、杨晓晨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
过饱和溶液被强制循环于外冷却器与结晶器之间
3.4.1 过滤离心机械
李更生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的结晶设备。
filtering centrifuge

以离心力为推动力对悬浮液、乳浊液及其他物料
3.3.1.7

回转结晶器

进行过滤分离的机械。

rotary crystallizer
过饱和溶液被回转圆筒中的抄板升举，淋洒于逆

3.4.1.1

向进入的冷空气中被冷却、溶质析出的结晶设

three column centrifuge

BFS技术无菌产品灌装车间的设计探讨

备。
3.3.1.8

三足式离心机

杨春文

传导式结晶器

transmission type crystallizer

机壳借助拉杆挂在底座的三根支柱上和三块弹性

北京思坦瑞制药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元件上的立式过滤离心机。

高活性、高毒性、高致敏性药品生产净化空调系统设计

三等奖

邱济夫
低温冷却剂经分布板与过饱和溶液直接接触，使

其在中央管内外循环形成晶粒的结晶设备。

3.4.1.1.1

上部卸料三足式离心机

福斯特惠勒（河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坤元
top discharging three column centrifuge
医药工程分公司

从转鼓上部卸料的三足式离心机。

智能化中药配方颗粒最新工艺技术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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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结晶器

郭维图

3.4.1.1.2 下部自动卸料三足式离心机
山西医药规划设计院

evaporating crystallizer

lower discharging three supporter centrifuge

常压或真空状态下，加热至沸点使溶液蒸发，达

从转鼓下部自动排料的三足式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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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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7560860；010-87584931
邮箱：xiewen@phmacn.com；wanglili@phmacn.com
联系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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