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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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印      数：5000册

装备与应用

中药粉碎技术的创新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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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药
&
装
备

P
H

A
R

M
A

C
Y

 &
 E

Q
U

IP
M

E
N

T
2

0
17

/0
3

BFS技术装备的设计探讨

无菌制剂之招人厌的氧气

中药现代化与制药装备

03
2017

（总第7期）



日  期：2018 年 4月 20-23 日

地  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方：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方：北京精博信展览有限公司

第55届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

2018（春季）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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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王莉莉



日  期：2018 年 4月 20-23 日

地  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方：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方：北京精博信展览有限公司

第55届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

2018（春季）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04

11

18

27

32

目录
2017年  第三期  Vol.3

中药粉碎技术的创新与提升
本文阐述了中药粉碎技术创新发展的趋势，以及由中药粉碎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好处。文章从中药粉碎技术发展趋势的

要求出发，阐述了新时期中药粉碎工艺对粉碎设备的基本要求，以及实现各项要求的技术手段。

连续逆流提取机理及其工业化应用
本文从机理入手探讨了影响提取的几个要素，介绍了连续逆流提取的原理和相关装备，分析了设备结构设计对于运行

功效的影响。

装备与应用    Equipment & Application

装备与设计    Equipment & Design

制药与装备    Pharmaceutical & Equipment

BFS技术装备的设计探讨
通过对国外3家以及国内8家企业生产的BFS装备深入实际的调研，本文归纳了国产BFS装备的结构形式；简要、客

观地分析了国产BFS技术现状；找出了国产BFS技术制造的薄弱点与关键点，提出了推进国产BFS技术的建议。针对

BFS制造的关键点——设计内容，本文提出了以下两个概念。①BFS装备设计的基本标准：能够制造出成型良好的、

无菌的内包装容器；能够实施产品的无菌灌封；能够稳定、可靠、经济运行。这部分内容，也是国产BFS技术的弱

点。②BFS装备设计的特殊标准：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BFS还需要适应不同的产品工艺要求，适应不同的包装形式

需求，符合属地的现行法规。这部分内容，则需要制药公司在URS中说明；尤其在进口BFS装备时，应特别关注。结

合国内外相关法规及笔者应用BFS技术的多年实践经验，本文对上述两部分设计标准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无菌制剂之招人厌的氧气
氧气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获缺的物质，但对于一些易氧化的制剂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元凶。本文主要讨论无菌制剂在灌

装环节如何有效地去氧。

中药现代化与制药装备
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借鉴国际通行的医药标准和规范，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研制出“安全、有效、可控、稳定”的中药产品，提升中医药国际合作层次，提高中医药服务的

现代化水平，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制药装备的现代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通过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集成信息物理测控系统，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研发出能够适应中药现代化发展、

满足制药生产工艺要求、性能参数指标先进、可操作性强、环保、节能、经济技术指标先进的设备，促使制药工艺及

技术不断改革和完善，互相促进，共谋发展。



37

64

国家标准选登    Selected National Standards

制药机械术语（七）

制药换热设备的专业选型与理性采购
未来的制药设备采购一定是理性的、专业的、细分的，没有一种设备是通用的，换热设备也

是如此，专业地设计、理性地选择最适合的换热设备去满足不同工艺条件才是最佳的解决方

案。随着2010年版GMP的颁布与实施，如何选择适合的换热设备，需要更专业的选型与科

学计算。理性采购可以确保顺利而经济地通过设计确认、安装确认、运行确认和性能确认四

个方面的设备验证。

装备与采购    Equipment & Procurement

44 新型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的研究进展
肌肉注射纳米晶体混悬液可产生长效缓慢释放的效果，从而降低给药频次，减少由于血药浓

度波动引起的不良反应，从而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和患者的顺应性。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专著及

参考近年来国外上市的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相关产品，从纳米晶体混悬剂的定义、缓释原

理、制备方法、物理表征及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该新型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安全有效，质

量可控，工艺简单，有利于实现工艺放大生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药物研究    Drug Research

58

51 Interpack 2017 压片机观后感

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考察报告

国际动态    International Trends

编 印 单 位：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编委会主任：高  川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白  建  蔡宝昌  蔡建国

陈昌邑  陈可葆  陈  岚 

陈露真  陈晓焕  窦学杰 

高云维  高  山  高玉成 

葛发欢  郭维图  郝孝铭 

金龙斌  李在华  廖跃华 

刘长振  刘雪松  陆小安 

钱应璞  邵天君  沈正良 

石  猛  孙怀远  孙克刚 

田耀华  王卫兵  王行刚 

王跃生  吴  霞  夏英杰 

张建勋  张细康  张学贵 

郑国珍  周金海  庄英萍 

主      编：高  川

责 任 编 辑：谢  文  王莉莉

《医药&装备》编委会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欣园一区4号

       （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邮  编：100068

电  话：010-87584931

传  真：010-87583970

网  址：www.phmacn.com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文章及照片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翻印或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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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印      数：5000册

装备与应用

中药粉碎技术的创新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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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药
&
装
备

P
H

A
R

M
A

C
Y

 &
 E

Q
U

IP
M

E
N

T
2

0
17

/0
3

BFS技术装备的设计探讨

无菌制剂之招人厌的氧气

中药现代化与制药装备

03
2017

（总第7期）



中药粉碎是指使用机械力将大块的中药

固体物质加工成适当粒度粉末的作业过程。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中药粉碎工序

对粉碎技术及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中药粉碎技术的发展趋势

（一）中药破壁（超微）粉碎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是以打破中药细

胞结构为目的的中药粉碎作业。不同粒度的

中药粉碎过程都具有破壁作用，但是不同粒

度的粉碎成品破壁率差别较大。实践证明，

当粉碎成品粒度与细胞尺寸相当时，可获得

接近100%的破壁率。植物细胞的尺寸一般

为10μm~100μm，普通中药粉碎细度达到

200目~300目以上时，即可获得破壁率较高

的粉末。

1.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的优势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具有独特的优

势，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药经破壁粉碎后可提高药物

的生物吸收率，减少药品用量。植物细胞壁

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人体缺乏能够水解纤

维素的酶，无法消化植物细胞壁。而中药的

有效成分位于植物细胞的内部，细胞壁结构

阻碍了人体对中药有效成分的吸收。中药破

壁粉碎可以打破植物细胞壁结构，使细胞内

部的有效成分析出，直接接触人体的消化系

统，可大幅度提高人体对中药的吸收率，从

而在相同剂量下提高药物疗效，或减少药物

的使用量。

第二，中药经破壁粉碎后可提高药材有效

成分提取率，降低提取温度，减少溶剂用量。

中药提取多采用水提或醇提。植物细胞壁的

中药粉碎技术的创新与提升

 ■ 朱春博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药粉碎技术创新发展的趋势，以及由中药粉碎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好
处。文章从中药粉碎技术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阐述了新时期中药粉碎工艺对粉碎设备
的基本要求，以及实现各项要求的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药粉碎；破壁粉碎；超微粉碎；中药提取；粉碎粉尘；粉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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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葛根素提取率观察（水提取）

提取方式
葛根素含量

（%）

葛根素收率

（%）

葛根素提取率

（%）

溶剂总量

（ml）

提取时间

（min）

提取次数

（次）

提取温度

（℃）

常规提取 3.2 1.53 47.8 2600 360 3 90～100

破壁提取1 3.2 2.46 77 1300 8 2 10

破壁提取2 3.2 3.04 95 1300 8 2 40

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并含有蜡质、角质等，

对溶剂的浸润性有影响，并且细胞膜为半透

膜，影响提取速度及提取率。传统提取工艺

多采用增加溶剂数量（降低提取成分在溶剂

中的浓度）、提高提取温度的方法来提高提

取速度和提取率，其效果有限且耗能高。

中药材经破壁粉碎后，完整的细胞结构

被破环，细胞内的有效成分析出，可与溶剂

直接接触，可有效提高提取速度及提取率，

降低提取温度和溶剂的使用量。另外，因中

药粉末细度升高后比表面积增大，可进一步

提高中药的提取速度和提取率。

由表1数据可见，破壁中药粉较常规中药

在提取过程中溶剂使用量、提取时间、提取

次数及提取温度方面都大大降低，有效成分

提取率大幅提升。

第三，中药破壁粉碎的匀化作用。中

药破壁粉碎过程中，药材细胞结构被破坏，

内部的水分、油分迁出，使微粒表面呈现半

浸润状态，粒子与粒子之间会形成稳定的粒

子团，每个粒子团都包含相同比例的中药成

分，使各种成分均匀地被人体吸收。

2.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对设备的要求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的概念早在多年

前就已经被提出，但是受当时工业技术水平

的限制，多数中药材无法粉碎至高破壁率所

要求的粉碎粒度；少数药材可以实现破壁粉

碎，但受限于粉碎过程的高能耗、低效率无

法实现规模化的工业生产。近几年来，随着

粉碎技术的发展，中药破壁粉碎工业化生产

已成为可能。

中药破壁（超微）粉碎对粉碎设备提出

了以下要求：

第一，提高粉碎粒度。当粉碎后的成

品粒度与细胞尺寸相当时，可具有很高的

细胞破壁率。一般中药材细胞的尺寸介于

10μm~100μm，这就要求中药粉碎设备的粉

碎细度至少在200目以上。

第二，平衡细胞破壁率与粉碎粒度的关

系。中药破壁粉碎是以打破细胞结构为目的

的粉碎过程，在保证破壁率的前提下并非越

细越好。

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往往认为中药粉

碎细度越高，破壁效果越好。其实不然，当

成品的粉碎粒度接近细胞尺寸时，电子显微

镜检测视野下的成品中药粉末中已很难见到

完整的细胞结构。

经检验，三七粉粉碎粒度为325目时，

其破壁率约为95%，粉碎粒度为450目时，

其破壁率约为98%。粉碎过程中成品细度与

粉碎能耗、产能呈非线性关系，随着成品粒

5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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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细度的提高，粉碎的能耗迅速上升，产能

迅速下降。因此，选择粉碎破壁率与粉碎粒

度的最佳结合点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平衡粉碎细度与产量的矛盾。粉

碎设备产能随粒子细度的增加而降低，中药

破壁粉碎要求设备在保证较高破壁率的前提

下，同时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以适应规模

化的工业生产。

（二）减少粉碎过程中的药效损失

现今，我们所使用的中药材多为人工种

植，受种植的环境、方法、年限等影响，相

比古代野生中药材的药力、药效有所下降。

如何在中药材粉碎加工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

少药效损失至关重要。

1.  粉碎加工过程中药效损失的原因

中药的有效成分很多为易挥发物质、还

原性物质及化学稳定性差的物质。中药粉碎

作业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物料温度的升高，

高温环境易造成中药有效成分的挥发、氧化

及分解，因此，粉碎环节的控制对保持中药

药效有很大的影响。

2.  减少粉碎加工过程中药效损失的技术 
手段

第一，降低粉碎温度。物质的挥发速

度、化学反应速度为温度的函数，其中很大

一部分物理、化学过程的速度随温度的降低

而降低。因此，降低粉碎温度能降低中药有

效成份的损失速度。

第二，减少中药在粉碎室的滞留时间。

粉碎过程中的中药热量的产生来自粉碎室。

当药效损失速度一定时，减少中药在粉碎室

高温环境中的滞留时间可以有效地降低中药

的药效损失。

（三）减少粉碎环节对药品的污染

1.  易损件磨损对中药粉的污染

无论采用何种粉碎原理，都存在粉碎易

损件磨损的情况。易损件磨损损失的物质会

以掺杂的形式进入中药成品并造成污染。

2.  减少粉碎环节对药品的污染的技术手段

第一，提高易损件耐磨性，从而延长其

寿命。易损件寿命以单套易损件能够粉碎中

药材的总量来计算。易损件耐磨性越好，寿

命越长，其对粉碎中药材的污染越小。

表2为普通材料易损件与特殊耐磨材料易

损件对中药材污染数据的对比。由此可见，

对于中药材粉碎成品中重金属的含量来说，

采用特殊耐磨材料易损件低于普通易损件。

第二，使用新型陶瓷材料易损件。随着

材料科学的发展，新型陶瓷材料以其优良的

力学性能、高耐磨性、高化学稳定性等方面

的优势正逐步被应用到粉碎技术中，但较高

的制造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中药粉

碎行业的应用。

（四）创造良好的中药粉碎作业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操作工

人对中药粉碎的生产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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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特殊耐磨材料（硬质合金）与普通材料易损件对比

样品

名称

易损件

材质

检测

方法

砷 铅 镉 汞 铜

≤2.0mg/kg ≤0.5mg/kg ≤0.5mg/kg ≤0.1mg/kg ≤20.0mg/kg

白参粉 硬质合金 GB5009 未检出 0.18 0.088 未检出 7.6

白参粉 高速钢 GB5009 0.016 0.47 0.074 未检出 2.1

表3  美国政府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局（OSHA）规定的允许噪声级

声压级（dBA）慢反应 90 92 95 97 100 102 105 110 115

每天持续小时数 8 6 4 3 2 1.5 1 0.5 0.25

中药粉碎过程中对工作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

粉尘和噪声两个方面。要创造良好的车间环

境，就要求中药粉碎设备通过技术手段控制

好粉尘及噪声。

1.  粉尘控制

第一，采用负压系统，避免系统内部粉

尘泄漏到工作环境中。

第二，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好投料、出料

的粉尘。

第三，系统配套粉尘过滤装置，既可以

控制粉尘排放，又可以通过回收粉尘避免中

药材的浪费。

2.  噪声控制

粉碎噪声污染一直是影响粉碎作业环境

的一大问题。

根据相关研究（见表3），长期处于噪声

声压级为85dBA的环境中会对人造成听力损

害。因此，要求中药粉碎设备通过消音、隔

音等技术手段将设备现场噪声控制在85dBA

以下。

二  现代中药粉碎对粉碎设备的 
要求

（一）强化粉碎设备的剪切作用

粉碎设备往往采用一种或几种粉碎原理

的组合。中药材以纤维型物料为主，采用冲

击、碾压等粉碎手段难以获得较高的粉碎细

度，且产能十分低下。剪切粉碎针对纤维性

物料可以获得良好的粉碎效果。因此，就要

求中药粉碎设备尽可能强化设备的剪切粉碎

能力。

（二）粒度合格物料能够及时分离

成品粉碎粒度以达到成品粒度工艺要求

为最佳，而非越细越好。物料的过粉碎会引

起不必要的耗能、温升和降低产能。合格物

料的及时分离可以有效地避免过粉碎，提高

粉碎产能，降低粉碎温度，节约能耗。

（三）粒度不合格物料能够快速回到有
效粉碎区域

粒度合格的物料及时分离，粒度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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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料快速回到有效的粉碎区域，这种快速

循环可以减少粉碎部件的无效功输出，节约

能耗，可进一步提高设备产能。

三  捷怡纳JYNU粉碎机组对中药
粉碎技术的促进

（一）设备原理

捷怡纳JYNU粉碎机组由粗粉碎机、超

微粉碎主机、旋风分离器、关风机、气流

筛、脉冲除尘器、高压风机、管路、电控系

统等部分组成（见图1）。

1.  物料粗碎

大块物料经人工投入粗粉机料斗，再由

喂料绞龙输送进入粗粉机粉碎室，喂料绞龙

电机由变频器控制，通过改变喂料绞龙电机

转速改变喂料量，从而使主电机处于最佳工

作状态。进入粗粉机粉碎室的物料在锤片的

粉碎作用下粉碎为10mm以下的颗粒。经筛

网筛分后，落入粗粉机下壳体，通过风力输

送吸送到超微粉碎机内部。

2.  超微粉碎

超微粉碎主机粉碎室内由粉碎盘、锤

块、齿圈组成（见图2），粉碎盘外周装有

锤头，粉碎盘带动锤头高速旋转，进入超微

粉碎机粉碎室的物料在锤头和齿圈的打击和

剪切作用下被粉碎。粉碎后的物料被上升气

流带至分级区进行分级。分级总成由分级叶

轮、分级轴及分级电机等部分组成。分级电

机带动分级叶轮旋转，物料在跟随叶轮旋转

的过程中受风机拽力、离心惯性力和重力共

同作用。当风机拽力与离心惯性力平衡时，

此时物料的粒径为切割粒径，小于切割粒径

的物料通过叶轮经管路进入后续设备，大于

切割粒径的物料由于惯性被甩出，并沿导流

圈内圈滑落至粉碎区重新粉碎。粒度合格的

物料经管路进入旋风分离器实现固体颗粒与

空气的分离，经关风机落入气流筛。

3.  成品筛分

粉碎后的物料经气流筛筛分后，合格的

成品由气流筛成品口落入收集料桶，筛上物

经气力输送管道由超微粉碎主机进风口进入

主机重新粉碎。少量旋风分离器无法处理的

超细粉尘进入旋风分离器后的脉冲除尘器由

过滤布袋捕获落入脉冲粉收集袋，处理后的

干净空气通过管路经风机排放到环境或排风

管道中。

（二）产品技术优势

第一，粉碎细度高，且粉碎纤维性中药

可不停机进行粉碎粒度的调整（80目~500

目），粉碎粒度最高可达300目~500目。

第二，针对纤维性物料进行设计优化，强

化粉碎的剪切作用，更适合纤维性中药粉碎，

相同配套动力产能是普通粉碎机的3~5倍。

第三，采用立轴粉碎原理，避免受重力

影响，使粉碎载荷更加均匀。

第四，采用粉碎、分级同室结构，使得

合格物料能够快速分离，不合格物料迅速返

回粉碎区，可有效避免过粉碎，使能耗、温

升更低，产能更高，高细度粉碎产能能够满

足大规模工业生产。

第五，粉碎易损件采用特殊耐磨材料，

寿命长，纤维粉碎备件寿命≥200吨/套，白

糖、浸膏粉碎易损件寿命≥2000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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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碎机

超微粉碎主机

高压风机
碟阀

脉冲除尘器

旋风分离器

关风机

气流筛 出风消音器

进风消音器

图1  中药粉碎机组工艺流程图

吸风

进风

出料

机座

喂料螺旋输送器

喂料斗

锤头

粉碎盘

齿圈

导流圈

分级叶轮

风选室

图2  超微粉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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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粉碎温度低，物料粉碎温升低于25℃，可适应长时间连续生产。

第七，整个系统采用负压吸送，且设备末端配套收料除尘器，粉碎车间无粉尘。

（三）粉碎性能参数

粉碎机的性能参数见表4。

表4  粉碎机性能一览表

型号
主机动力

（kW）

生产能力（kg/h）

中药普通粉碎

（80目～120目）

中药破壁粉碎

三七、丹参、人参等

（300目～400目）

浸膏粉碎

（80目～120目）

白糖粉碎

（80目）

30-18.5 18.5 100～150 80～120 300～400 800～1000

40-37 37 200～260 150～260 600～700 1500～2000

75-75 75 300～400 300 1000以上 4000～6000

四  结语

中药材粉碎是中药生产、应用中的基本加工技术。随着新型粉碎设备在中药材生产中的

应用，新型粉碎技术在提高药效、降低能耗、增加产能、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

露出来。随着国家对中药产业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中药粉碎设备及其技术结构也在逐步地

调整和创新，中药粉碎技术在中药及相关行业的应用前景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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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逆流提取机理及其 
工业化应用

 ■ 汤大卫

摘要：本文从机理入手探讨了影响提取的几个要素，介绍了连续逆流提取的原理和相
关装备，分析了设备结构设计对于运行功效的影响。

关键词：螺旋式连续逆流提取；破碎；沉降；浓度差；传质；提取仓；CIP

一  提取技术综述

提取是指将溶媒与提取对象（动、植物

等天然产物）混合，使其中的可溶性组分逐

步溶出，这一过程又被称为浸出、浸提。

提取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溶剂

进入基体内部，将细胞周围充满；②溶剂分子

穿过细胞壁和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③溶剂对

目标组分的解吸、溶解；④目标组分通过细胞

壁和细胞膜到达细胞外部；⑤目标组分从植物

物料内部扩散到表面；⑥目标组分通过颗粒表

面的扩散边界层向溶媒环境扩散。

提取的本质是一个传质过程，传质的速

率决定了提取速率。而提取是否充分，与提

取时间和接近终点状态下的环境浓度有关。

影响提取的四个主要因素包括破碎度、

浓度差、温度、时间。

（一）破碎度

破得太细虽然增加了固液接触面积，有

利于溶出，但增加了固液分离的难度，就提取

罐而言，会导致出液时间延长，甚至难以出

液。因此，通常中药进入罐内不进行破碎，

而采用增加提取时间和次数的方法，来提高收

率。笔者认为，就罐式提取而言，这一做法是

合理的，但仍有必要对原料进行适当的粗破

碎，只要能保障固液分离效果就可以。

（二）浓度差

组织内的浓度与环境的浓度之差直接影

响传质速率和组分的收率。毫无疑问，如果

组织内、外浓度相等或非常接近，则无论提

取多长时间，都不能实现成分的转移。罐组

多采用加热提取2~3次的工艺方法，也有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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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多次的。通过向罐内注入新鲜或较低浓

度的溶媒，保持较大的浓度差。同理，增加

提取次数，必然提高得率，但由此带来的成

本上升可能抵消了收率增加带来的益处。

此外，浓度差涉及较多的相关因素，当

物料形成较厚的堆积层，同时溶媒在其中的穿

透速度较低时，固界面更新就非常缓慢，浓度

差就不能有效保持了，这会严重影响提取进

程。因此，有效地扰动料层可以加快浸出，这

是需要关注的提取装置影响因素之一。

（三）温度

温度在提取过程中充当推动力的角色，

在物料允许的前提下，温度越高，传质速度

越快。但考虑到物料有效成分的耐受性以及

杂质的溶出，通常倾向于在较低的温度下提

取。同时，需要关注的是，整个体系温度的

均一性。如果温度不均，一部分温度高，而

另一部分温度低，无疑会导致提取过程及结

果的差异，造成原料的浪费。因此，如何实

现料层的温度一致，也是设计提取装置需要

关注的。

（四）时间

在保障浓度差的前提下，提取时间增

加有利于提取，但会造成效率下降，成本上

升，这同样不能带来更好的效益。因此，一

般的做法是，在预计的时间内，通过提高浓

度差，加强扰动或相对流速，实现成分的有

效转移。

以上对影响提取的四个因素进行了分

析，下面我们就连续逆流提取技术及设备的

结构进行探讨。

二  逆流提取综述

一般来说，连续逆流提取技术可以分为

两类：一是螺旋式；二是喷淋渗漉式。这二

者原理不同：螺旋式也被称为移动床式，是

在溶媒液面以下，将物料层连续向前推送，

形成逆流；而喷淋渗漉式，是在料层上方将

溶媒喷淋下来，溶媒从下部的滤网或格栅流

出，再参与循环。下部的多个液槽，其浓度

存在一定的梯度，沿物料前进方向，浓度逐

渐降低，由此形成逆流。这二者各有特色，

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评判。

本文着重对上述螺旋式逆流提取进行研

究与探讨。

螺旋式逆流提取在国内出现已有20多

年的历史，其基本特征为：通过一套卧式螺

旋绞龙将物料（固相）连续向前推送，溶媒

（液相）则在重力作用下逆向流动，从而在

固/液二相连续接触过程中实现提取。

由于固相（提取对象）与液相（溶媒）

在提取仓中沿相反方向运动，向前运动的固

相物料总是接触到浓度较低的溶媒，其浓度

差得到了较好的保持。此过程中固相中的可

溶物质逐步释放，液相不断吸收溶出物而逐

渐加浓（见图1）。

液相

固相

图1  螺旋式逆流提取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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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提取在机理上有其固有的合理性：

浓度差自始至终得到了保持。然而，理论和

实践总是有差异的，我们发现，要达到理想

的提取效果，有必要对螺旋式逆流提取加以

优化。

三  螺旋式逆流提取在实践中的几
个问题

通过实践和观察，总结出以下几点需要

关注。

（一）物料漂浮问题

根据螺旋输送的原理，水平螺旋结构将

物料向前推动的力量来自螺旋面与物料的摩擦

力以及物料与筒壁的摩擦力，该机理得以实现

的前提是物料的沉降。如果物料漂浮，或者沉

降非常缓慢，逆向流动的溶媒就会将物料带

回，我们称之为夹带回流，这个现象在生产过

程中会产生累积变化，即回流的物料与不断投

入的新物料混合，最终造成物料在某一区域堆

积，进而抱轴，停止前进。

毫无疑问，物料破碎越细，沉降速度

越慢。因此，水平螺旋结构正常工作的前提

包括以下几点：其一，物料能够沉降。其

二，物料粗破碎过程中，不要出现过多细

粉。螺旋式逆流并非适用于所有物料，在溶

媒中呈悬浮状态的物料（比如一些花类）就

不适合；此外，对于干料，常有必要在投料

前进行润湿，以确保其进入提取系统后能快

速沉降。根据笔者的经验，叶类物料建议破

碎到≤10mm，根/茎/种子类物料建议破碎 

到≤5mm。只要不产生大量悬浮态细粉，将

物料破碎得细一些是有好处的。

在采用螺旋式逆流之前，我们需要对物

料做一个沉降试验，以确定其在溶媒体系中

的表现。

（二）溶媒短路问题

图1显示，螺旋叶片实际上将物料分成了

许多小“格”，物料在这些小“格”中向前

连续运动，而溶媒则穿过叶片上的小孔逆向

流动，从理论上说，溶媒与物料有充分接触

的时间和接触面积，但实际上这与提取仓的

形状和螺旋面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短路
区域

短路
区域

图2  U形提取仓的横截面图

如图2所示，当U形的仓体和圆形的螺旋

叶之间存在两个三角形的空白区域时，逆向

流动的液体会经该阻力最小的区域直接流向

出液口，而与物料并没有充分地接触。要解

决这一问题，只有将工作液位降低到螺旋叶

片的中线附近，然而，这样一来，系统的可

用空间就损失了一半，造成了整机有效容量

和产能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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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圆管形提取仓结构消除了U

形提取仓结构存在的短路区域，但整体结构

处于一种基本“封闭”的状态，观察、检修

都存在问题，如果出现局部抱团或堆料，很

难进行疏通。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清洗。圆管形

提取仓内部难以进行彻底清洁。生产完毕，

大量的螺旋结构无法进行冲洗。唯一的办法

是将整个提取仓体灌满水浸泡，然而这样将

浪费大量的水资源。现代化工业生产中，主

张不拆卸或移动设备，用较少的水对各个需

要清洁部位进行在线喷射洗涤，即CIP，这

样既节约了用水量，也减少了劳动力。满水

浸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另外，在圆管

结构内部，各部分是否达到清洁要求不可

见，无法保障清洗的效果。因此，这种结构

我们也不推荐。

经过长期的实践，笔者认为，倒Ω形提

取仓是较为理想的结构（见图4）。

图4  倒Ω形提取仓

首先，这一结构消除了U形仓存在的短

路区域；其次，打开顶盖，从上方可以对整

个内腔和螺旋叶片进行彻底清洗，并能观察

圆管形

图3  圆管形提取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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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洗效果。同时，可以加装一套CIP装置

对系统实现在位清洗。

（三）堵料问题

前面讨论夹带回流时，已涉及堵料问

题，其他几个影响堵料的因素如下。

1.  喂料

喂料装置需要匀速地将原料投入提取

仓。局部投料过多或出现大团物料，会造成

某1~2个“格”内物料过多，又无法分散，

从而造成抱团堵料问题。

2.  悬挂装置

逆流体系长达30~40m，有的甚至长达

70~80m，螺旋绞龙必然不是一根整轴，而

是由若干根绞龙前后连接而成。

绞龙连接部位需要悬吊装置，目的是将

绞龙悬挂起来以免其螺旋叶片与槽体摩擦。

根据笔者的经验，悬挂装置的设计十分重

要，将直接影响物料推送的效率、故障率等

因素。

悬挂装置将产生以下几个影响：

其一，由于安装了悬吊装置，螺旋叶片

在此处不可避免地中断了，此处物料失去向

前的推力，要依赖其他物料的推力才能向前

运动，因此，这个部位存在物料滞留和抱团

的危险，对于纤维状物料尤其如此。

其二，悬吊杆对物料会形成阻力。如前

所述，在此位置，螺旋叶片中断，而悬吊杆

恰好在中断位置出现，增大了前进中的物料

抱团和堆积的危险。

其三，在物料推送过程中，受力情况

十分复杂，整个绞龙可能受到向前的推力，

也可能受到向后的推力，因此，这就要求悬

吊装置有足够的强度。如果设计强度不足，

整根绞龙甚至整套绞龙就会向前或向后窜

动，甚至引发脱挂，造成设备停机甚至带来

事故。如果将悬挂装置设计得十分庞大、复

杂，又会带来前述的堆料、抱团等问题。

笔者设计了一种简单可靠、结构强度高

并且将物料阻力降低到最小的悬吊装置（如

图5）。

图5  悬吊装置示意图

该悬吊装置的特点如下：

其一，悬吊环为一环状或类似环状结

构，其宽度缩减到最窄，以减少螺旋叶的中

段距离；外径与绞龙主轴直径相等或稍小于

绞龙轴直径，这样物料前进中就不会遇到额

外的阻力。

其二，悬吊杆的横截面为椭圆形，这样

既能保证刚度，又能减少螺旋叶的中段距离，

同时圆弧结构不会给物料带来额外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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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片开孔

叶片开孔的方式直接影响夹带回流。最

初的叶片打孔方式是圆孔。经过实践，笔者

发现，当孔径为5~15mm时，很容易被物料

堵死，造成无法透水的局面。当孔径加大，

达到20~40mm时，不少固态物料从孔中回

到前级，时间一长，造成累积变化，最终引

发局部堆料、抱轴。

经过研究，笔者针对开孔形式做了调整，

将其改为单面凸起的滤水孔结构（如图6）。

随着叶片的旋转，凸起面向前推动物料，物料

很难从凸起口下方通过，但液相可以从孔中透

过，这样就实现了“滤水式推料”较为理想的

效果。

图6  滤水孔结构图

经过实践，我们发现，这一结构较原来

打孔的结构更卫生，更易清洁。

（四）温度均匀性问题

为了保障整个提取体系的温度一致，除

了加热温度的有效控制之外，适当翻动料层

是有必要的。

通常情况下，逆流提取过程中温度较罐

组提取低，也不需要将系统加热到“微沸”

状态。采用有机溶媒提取时，常常是低温提

取。因此，以往向提取仓夹套中通入蒸汽的

做法，很难保证加热的均一性。我们采用向

夹套内通入恒温的热水或导热油的方法，较

好地实现了温度的均匀一致。同时，为了加

强料层扰动，专门设计了一套抄棒结构，在

叶片转动过程中对物料进行翻搅（见图7）。

固相

液相

图7  带抄棒的螺旋结构图

这种抄棒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改善了

固液界面的更新和物质交换，增强了提取和

传质。同时，为了应对一些纤维状物料，该

抄棒设计为可拆卸结构。

经改良后，连续逆流提取（其流程示意

见图8）具有以下主要优势：①最大程度地

保障了浓度差，提高了收率。②最大程度地

减少了溶媒用量，相应减少了后段的能耗。

③流水式作业，自动化程度高，减少人工劳

动，降低管理成本。④消除批次差异，使品

质更稳定。⑤提取液的浓度提高，有利于下

游作业。⑥基建要求低，可节省厂房、基建

投入。⑦结构较为简单，方便清洁、维护。

⑧适用于大批量处理。

当然，一种方案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产品

和需要，受篇幅所限，本文着重就螺旋式连

续逆流提取进行了工业生产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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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润湿

喂料装置 逆流提取机组 出渣挤压 蒸干脱溶

预热 溶媒

提取液

图8  逆流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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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产BFS装备制造现状

目前，中国已有8家药机企业在进行BFS装备的制造（或仿造）。这8家制造

商制造BFS设备的起步时间间隔很长，技术实力相差悬殊，对BFS技术的理解程度

不同，各自的BFS内部结构形式区别也较大，所以，制造出的BFS设备性能差别更

大。通过近两年的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参展的BFS设备机型

都是模具往复式，其中多数还处于仿造的起步阶段。据了解，只有山东新华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生产的设备使用PP塑料颗粒制瓶，并可进行终端灭菌，而且

成型效果还不错；其他厂商展示的都是使用PE材料的设备。下面就BFS制造的相

关内容进行一些介绍。 

BFS技术装备的设计探讨

 ■ 杨春文、徐庆伍、雷  勋

摘要：通过对国外3家以及国内8家企业生产的BFS装备深入实际的调研，本文归纳
了国产BFS装备的结构形式；简要、客观地分析了国产BFS技术现状；找出了国产
BFS技术制造的薄弱点与关键点，提出了推进国产BFS技术的建议。针对BFS制造
的关键点——设计内容，本文提出了以下两个概念。①BFS装备设计的基本标准：能
够制造出成型良好的、无菌的内包装容器；能够实施产品的无菌灌封；能够稳定、可
靠、经济运行。这部分内容，也是国产BFS技术的弱点。②BFS装备设计的特殊标
准：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BFS还需要适应不同的产品工艺要求，适应不同的包装形
式需求，符合属地的现行法规。这部分内容，则需要制药公司在URS中说明；尤其
在进口BFS装备时，应特别关注。结合国内外相关法规及笔者应用BFS技术的多年
实践经验，本文对上述两部分设计标准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BFS技术；无菌产品工艺；设计制造；基本标准；特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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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产BFS设备的特点

国内BFS装备的结构形式很齐全，大

致可划分为以下四大类：“经除菌过滤的A

级风淋+挤出机电力驱动”；“经HEPA过

滤的100级层流+挤出机电力驱动”；“经

除菌过滤的A级风淋+挤出机液压驱动”；

“经HEPA过滤的100级层流+挤出机液压驱

动”。若再细化，其结构还有差别。

根据用途，国产BFS设备的形式又分

为：大型量产机、小型量产机，以及试验

机。按制造的剂型划分，可分为：大容量注

射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等。有些机型

设计得很有特点：同一台BFS的本体不变，

通过简单改装或调整，既可以改变其产能，

也可以改变其产品规格。

（二）国产BFS装备的性能

个别药机企业完全照国外的设备仿制出

的BFS设备，尽管机器外观不理想，但能够

达到无菌灌装的能力。一些药机企业，或凭

着自己的理解，或照搬一些通用的规范，或

对原有的BFS结构形式采取不同的组合（改

造），或对其增添了一些所谓的“法规符合

性”功能，结果：失去了BFS技术特性，降

低了BFS的无菌保证性能，以及运行的稳定

性；提高了BFS的运行成本，增加了运行操

作的难度。

（三）如何推进国产BFS技术

笔者从实际出发，针对如何推进国产

BFS技术提出如下建议，仅供参考。

第一，BFS装备的设计。目前，国内的

加工制造能力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

设计。首先，要理解透BFS技术，把握其核

心功能，掌握其关键技术。其次，需要有与

国际接轨的，并适应中国现行法规的设计标

准或规范。最后，需要静下心来，用技术心

态做这件事情。

第二，BFS技术的基本性能。国产BFS

设备，首先应满足BFS的基本技术性能：成

型良好，运行稳定；无菌保证高，不溶性微

粒少；日常操作、维护便利；整体系统的设

计制造经济、合理。同时，应谨慎对待BFS

设备内部的结构变化及其相关的所谓“创

新”。供应商在向客户推销BFS设备时，需

要必要的数据支持。

第三，对于国内BFS制造商来说，有一

个运行良好的案例很重要。制造商需要考虑

与管理水平较高的药厂合作，做好BFS装备

的特殊性能的设计制造，确保满足药品工艺

与相关法规要求。制造商还需要与懂BFS技

术的设计公司或咨询公司合作，首先设计应

能够满足BFS装备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制

造商不能为了迎合不懂BFS技术的用户，一

味地适应一般技术性的法规或非法规性的文

件，将自己的装备改造成似是而非的BFS。

二  BFS装备的设计

BFS技术装备，既具有无菌灌装功能，

又具有内包装功能，可应用于无菌制造工艺

中。所以，BFS装备设计与制造应该具备两

方面的功能，即满足两个标准：基本标准与

特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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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本标准：能够制造出成型良好、无菌的内包材；能够实施产品的

无菌灌封；能够稳定、可靠、经济运行。严格来讲，这部分内容不需要用户过

多考虑，而是供应商必须做到的部分。但这部分内容，是国产BFS技术的弱点

所在。

第二，特殊标准：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适应不同产品的工艺要求，适应

不同的包装形式需要，符合属地的现行法规。如果从使用者的角度讲，应能够

通过药品与包材的注册，能通过GMP认证，便于临床应用与市场开拓。这部

分内容，供应商不一定专业，而需要用户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在URS中加以

说明。客户也可以委托BFS技术相关的专业咨询公司给予技术方面的支持。这

部分内容，是进口设备的短板。

（一）BFS装备需要满足产品工艺与药品包装的需求（特殊标准部分）

1.  产品工艺的要求

相关法规对产品工艺的规定，就是产品工艺对灌装技术的需求，也就是

BFS等灌装设备需要满足的条件。

依据现行法规，无菌产品，尤其是注射剂类，其首选工艺为终端灭菌工

艺。因产品不能实施终端灭菌，可以考虑非终端灭菌工艺；但作为输液产品，

原则上不适合无菌灌装，不可以包材或商业目的而确定产品工艺。

工艺的选择必须满足药典、注册法规等相关要求。而作为无菌制剂，最值

得关注的两个文件如下：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射

剂和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的通知》。②欧洲的“水溶液产品灭菌

选择决策树”。

2.  包装容器的要求

与产品工艺相似，法规对包材的规定，也就是BFS装备在设计与制造过程

中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材部分需要掌握的内容是“化学药品采用塑料包装材料

相容性研究的决策树”。

（1）包装材料选择需要考虑的内容如下：

● 食品、药品级；

● 承受终端灭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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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剂：增塑剂、脱模剂、稳定剂、润滑剂、改性剂等；

● 化学活性，降解物，聚合物；

● 阻隔性（对水蒸气与氧气）；

●   容器是否有避光、透光、着色要求；

● 环境温度适应性；

● 强度要求。

在中国的BFS技术应用中，曾在以下方面遇到困境：F0值；透光率；阻隔

性。因此，药企应在URS中明确塑料颗粒的厂家与品牌；供应商更应制造出无缺

陷的BFS装备。

BFS装备一旦出现与工艺、法规有偏差的问题，再改造会非常困难。不仅

BFS装备需要做大的改造，工艺布局也可能发生变化，耗费的时间也更长。

（2）容器开发设计遵循的内容如下：

第一，一般要求。

● 外观：美观，壁厚均匀适度；

● 硬度：需要根据剂型考虑；

●   耐热性能：能承受终端灭菌能力，能承受灌装温度；

● 气体渗透性能；

● 水蒸气透过率；

● 透光率；

● 产品剂量要求：标准容量、残留量、装量范围、容器容积等；

● 完整的内包形式：无盖旋开式安瓿、无盖旋开式滴眼剂，无盖一次

性瓶帽瓶形，无盖非一次性瓶帽瓶形，奶嘴瓶形式，焊盖容器、旋盖式容

器，其他接口封口形式；

●   标签标识要求：刻印、打印、贴签；

● 无菌器件的插入；

● 薄膜再包装。

第二，常见的包装形式参考（见图1）。

不同的剂型，不同形式的容器，需要在URS中明确，并将其作为BFS装

备设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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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服液 滴眼、滴耳剂 塑料安瓿 PP/PE输液品

一次成型，
无需焊盖输液瓶

预埋针头 
取下针头即用

预埋注射器 
可接标准针头鲁尔口

自塌陷式输液瓶
减少在使用中的污染

图1  常见BFS技术制造的包装形式

3.  结合产品选包材

以产品为中心，根据产品选择工艺；结合产品，选择包材、容器，使其满足如下要求：可加工

成型；保护产品；与产品相容性好；便于对产品的检查、使用等。具体评估内容如下：

（1）一般特性要求。

● 药典、相关法规的要求；

● 添加剂；

● 密度；

● 熔体流动指数；

● 熔点；

● 透明；

● 收缩；

●   环境变化引起的应力而破裂，如储存的环境温度、运输中的冲击。

（2）阻隔性能要求。

● 水蒸气透过率；

● 氧气穿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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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光性能。

（3）灭菌特性要求。

● 湿热灭菌；

● 环氧乙烷灭菌；

● 辐射灭菌；

● 其他方式灭菌。

（4）加工特性要求。

● 挤出膨胀；

● 型胚温度；

● 密封强度；

● 可加工性；

● 生产能力。

（5）组合盖部分。

●  对组合盖的要求：①组合盖本身不

泄露。②胶塞材质好，固定牢固，不偏移，

不脱落。③开启方便，用力（矩）适度（撕

开、拉开、掰开、扭开）。④对注射用针头

的适应性强。

●  装配后的要求：①焊接（旋接）效

果好（强度高、异物少）。②耐热稳定（外

盖不变形，胶塞及胶垫位置正确）。③阻隔

性能好。

（6）输液包装容器出厂检测举例。

不同产品剂型的包装形式不同，使用

方法有差异，出厂检测的项目也不同。下面

列出输液品包装容器的项目，供参考（涉及

BFS技术部分）：容器外观、温度适应性、

抗跌落、透明度、不溶性微粒、穿刺力、穿

刺部位不渗透性、悬挂力、水蒸气渗透。

（二）BFS设备的设计（基本标准部分）

与传统无菌灌装设备相比，BFS设备包

括制造型胚的挤出机，容器成型与封口的模

具，产品的灌装系统，满足环境需求的A级

风淋，以及相应的辅助系统。作为一种技术

的BFS装备，尽管其可生产大容量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吸入剂、冲洗剂

等，但是不管结构有何不同，其基本原理、

性能是一致的，所以其设计的标准（规范）

应尽可能是统一的。同时，一台BFS设备既

生产容器又灌装产品，使得BFS设备的设计

与制造更加复杂，更具有挑战性。为了满足

其基本功能要求，设计期间需要把握住BFS

技术的各个环节，尤其涉及无菌保证部分。

1.  通用产品因素

（1）容器容量，产品装量。

（2）产品的黏度。

（3）灌装过程中的温度要求。

2.  风淋系统

（1）风淋系统的级别为A级。

（2）A级空气的来源、形成与风淋形

式。

A级的空气取自灌装间内（或灌装间

外），经初滤后，再通过除菌过滤器（或

HEPA高效过滤器）的过滤，达到A级标准

后，进入风淋箱或静压箱。根据BFS技术的

机型、结构差异，可分为有风淋箱的BFS与

无风淋箱的BFS。

（3）风淋系统的C/SIP（在线清洗、灭

菌）。

根据结构不同、自动化程度不同，风淋

系统可采取以下方式灭菌或杀菌，以确保A

级环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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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实施C/SIP；

●  部分实施C/SIP与部分采取消毒措

施；

● 全部采取消毒措施。

（4）风淋箱的灭菌或消毒后的操作。

风淋系统，实施灭菌、消毒后进入生产

状态的操作，均应简单方便。

（5）风淋系统的检测。

根据机型不同、工艺不同而考虑尘埃粒

子以及浮游菌的在线或非在线检测；在可能

的情况下，BFS装备本身应预留出取样口，

并配备相应控制程序，以方便连接在线仪器。

3.  灌装系统

BFS的灌装系统设计，需要重点关注以

下项目。

（1）灌装的稳定性。

（2）灌装的精度。

（3）药液系统与空气系统、冷却系统的

密封与隔绝。

（4）灌装结束时的残留液量。

4.  产品路径

BFS装备产品路径的设计与制造，需要

考虑以下内容。

（1）满足软、硬件的基本要求。

● 硬件：材质、密封性、焊接性能、抛

光手段与要求、无死角等。必要时，系统应设

置微循环。

●  配备与产品工艺相适应的软件系

统。

（2）产品过滤。因工艺需求而设置的除

菌过滤不应该因阀门错误或其他原因，使得

产品绕行（旁路）该过滤器。过滤器可通过

药液或注射用水润湿进行试验。

（3）废水、废气等排放。排气孔应设置

在高点；蒸汽和冷凝排放应设置在低点。相

应的排放，应具有空气阻隔或其他措施，以

避免对洁净室及产品产生污染。

（4）整个无菌产品路径应能够实施C/

SIP，并具有合规的检测与记录系统。记录应

符合数据完整性要求。

（5）在停止灌装时，灌装针头能够完全

缩进风淋箱/静压箱；在灌装过程中，针头会

受到无菌气流的保护。

（6）对已灭菌系统，需具有防止被二次

污染的措施，如系统检漏措施、系统正压保

持、无菌组装简单方便等。

（7）可实现与配液系统的无菌对接与必

要的控制。

5.  挤出机部分

（1）强度要求。根据塑料颗粒的类型进

行挤出机强度设计，如使用材料为PP或PE

（LDPE与HDPE），或PP与PE二者同时

应用。

（2）考虑挤出机的驱动方式，以及挤出

头的布局与型胚个数。

（3）考虑挤出机的冷却方式与温度监

控。

（4）容器的几何形状与机器的循环时

间，既要考虑各个型胚的均匀度，又要考虑

塑料颗粒变成容器的无菌保证性，以及内毒

素去除效果。

（5）必要时，具有容器壁厚调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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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运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

6.  模具部分

普通机型的模具一般包括主模与头模；

模具中包含模腔、冷却水通道、真空通道。

在设计模具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模具材质。模具的材质有整体为铜

质，或为铜材质腔体与不锈钢骨架结合的形

式。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据一些资料介绍，

WHO及美国环保机构已经将铍列为致癌物

质，使用铍、铜制造药品包装用的模具需要

慎重。

（2）满足热传导性能。

（3）具有耐腐蚀性。

（4）维修与拆装方便。

（5）注意真空通道的清洁方法与效果。

（6）容器成型完整性的考虑。

（7）图案与字体的成型。

（8）注意PE与PP材料设计的差异：模

具结构与表面硬度不同；合模力不同。

BFS用容器模具如图2所示。

图2  BFS用容器模具

7.  程序与监控

（1）BFS装备的程序设置应满足产品

灌装流程的需求，如C/SIP、过滤器试验、

初期放液、灌装、取样等。

（2）在BFS灌装过程中，监控的项

目、点数很多，归纳如下：

● 温度；

● 流量；

● 压力；

● 速度；

● 流向；

● 转速；

● 时间（时限）；

● 电流；

● 电压；

● 灌装关键区域尘埃粒子的状况等。

8.  容器切边与传输

防止切边时损坏容器，BFS基本都设置

了自动切边系统。但一些试验机（或小型量产

机），也存在手动切边方式。切边的位置处于

机器的内与外，以及洁净区的内与外，其相应

的传递方式，需在设计时考虑如下项目。这部

分内容虽远离核心技术，却是国产BFS设备

的问题点，以及国内药厂使用中的问题点。

（1）容器的尺寸、形状、材质。

（2）灌装设备及配套装备的安装环境。

（3）灌装设备与配套装备的衔接长度。

（4）车间的温度控制要求。

（5）有防止或减少机械手、传送带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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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区产生污染的措施。

（6）灌装品、废品、废料的传输。

（7）使用PP或PE时，还需注意：传送

带的摩擦系数不同；切边、分割装备及其实

施位置的不同。

9.  综合考虑

（1）质量与效率兼顾。

（2）各个器件规格合理，设备整体布局

协调。

（3）减少设备开机用时。

（4）在与上下游设备衔接方面，应有利

于实现自动化。

（5）便于运行与维修操作，便于现场监

视，尤其是无菌器件拆装、调整的操作。

（6）外观美观，利于清洁。

三  结语

对BFS制造者的友情提示：“无菌有风

险，创新需谨慎！”国内外药机公司对BFS

设备原设计机型均有过改造的案例，其意图

是：更适应现行的法规（指南），更迎合当

时的用户，或进一步“创新”，或回避“仿

造”。其结果是：多数改造后的机型，系统

变复杂了或更向传统灌装技术靠近了，操作

变复杂了，无菌保证性降低了，风险隐藏起

来了，成本上升了。

对于仿制设备，应慎重改变原机型的

结构。或者说，当我们彻底掌握了这一技术

后，再去改造，尤其是对影响成型、影响无

菌保证部分的改造。应慎重在BFS装备上添

加“功能”，不属于其灌装过程中必须的功

能，应分离出去，以便于安装、调试操作，

以利于稳定、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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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大气中存在

大量的氧气，氧含量的占比为20%左右

（见表1），这对于一些极易被氧化的

药品来说，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这种药

品的氧化可能发生在生产、贮存、流通

或使用环节。下面就无菌制剂在灌装生

产过程中如何去除容器中的氧气“顶空

氧”展开讨论。

无菌灌装产品容器内的氧气来自

两大载体：其一，药液自身携带的溶解

氧；其二，空气中的气态氧。关于如何

去除药液内的溶解氧笔者并非专业，所

以，本文中不作讨论。

无菌制剂之招人厌的氧气

 ■ 陆忠孟

摘要：氧气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获缺的物质，但对于一些易氧化的制剂来说可能就是
致命的元凶。本文主要讨论无菌制剂在灌装环节如何有效地去氧。

关键词：残氧量

表1  海拔高度与空气中氧含量对照表

海拔高速（m） 氧含量（%）

0 20.8

1000 18.5

1500 17.4

1650 17.0

2000 16.3

2500 15.3

2600 15.1

2700 15.0

2800 14.8

2900 14.6

3000 14.4

3100 14.2

你的瓶内留氧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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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去除无菌灌装过程中的气态氧，

基本采用的是惰性气体充填法即“氮气保

护”的技术来实现，该技术已普遍应用于食

品、药品的制造领域，而在食品行业的应用

则尤为突出。这并不是说食品行业的充氮技

术优于药品行业的充氮技术，而是因为食品

行业对无菌的要求相比药品行业的注射剂来

说要低很多。显然，加了“无菌”二字的要

求在技术难度上更让人难以下手。

无菌制剂在定量分装过程中，应该注意

和控制以下几大环节。

一  药物供给

这里的物料分成两种状态：粉体物料和

液体物料。

（一）粉体

目前，比较普遍的方式还是采用IBC桶

进行无菌传递对接，在A级层流保护下，通

过安装在桶口的containment valves（见图

1）αβ阀来完成物料的传递。铝桶或不锈钢

桶则事先对桶进行抽真空、充氮去除氧气。

图1  containment  valves

（二）液体

目前，大生产的产品基本采用密闭管道

输送液体，物料的输送动力采用氮气压送或

蠕动泵来实现。在这里笔者建议采用氮气压

送的方式来完成上游大储存罐的压送，相比

蠕动泵的方式可以减少大储液罐在输送过程

中的补压问题，且无需储液罐的呼吸器，这

样可以减少一次产品和空气接触的风险，同

时，也可以减少蠕动泵软管的无菌对接和灭

菌的风险。有一些用户将药液罐放在二楼，

灌装机放置在一楼，采用液体的静压来供

液，这就需要在大储液罐上安装呼吸器来平

衡内外压强，这种方式只适合产量（生产速

度）比较低的生产线，如果是高速生产线采

用这种方式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随

着灌装的进程，罐内的液体会逐渐减少，若

液面过低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气泡、

跟不上正常的灌装速度（此话题本次暂不探

讨）。还有一些生物单抗类产品，其价格比

较昂贵，一般采用储液罐推送至灌装间，并

紧挨着灌装机进行输送供液，同样建议采用

氮气作为动力给予供给。

如果药物的特性需要灌装系统必须采用

“时间压力阀”来灌装，则在紧挨灌装站需

要有一个缓冲罐来储存药液，其目的是降低

上游配液系统的供液压力波动和下游灌装需

求压力的稳定，从而保证灌装的精度。如何

设计缓冲罐的大小及位置同样涉及一系列灌

装精度、滴液、速度的问题。

缓冲罐通常采用泡囊式呼吸器，其作用

是使缓冲罐内和灌装机内的A级区相通（压

力灌装则无需考虑呼吸器）。如果产品对氧

气非常敏感，也可以采用气囊密闭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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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管道液体输送的泄压，如图2所示；如果

灌装系统是采用蠕动泵密闭的泄压方式，则

需要慎重使用，这样可能会使产品在灌装精

度上无法得到控制。

图2  缓冲袋

二  灌装前

药物在没有灌装到西林瓶、安瓿瓶、注

射器、卡式瓶等之前，我们需要将容器内的

氧气进行一次“驱赶”。这是整个过程中最

简单的一步，只需通过一根氮气针深入容器

底部充气或在瓶口上方用氮气风幕来吹扫的

方法就可以实现。

三  灌装过程

对于粉末灌装的生产，控制氧气的进入

相对比较困难。目前，无菌粉针剂的灌装方法

有两种：螺杆分装和气流分装。螺杆分装无法

做到一边灌装一边充氮，而气流分装可以考虑

采用氮气为动力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吹气

的压力必须达到灌装机厂家的设计要求（氮气

压力的稳定供应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相比之下，液态的药物在灌装过程中

进行充氮实现起来要容易很多，只需要特殊

的充氮灌装一体针即可实现一边灌装一边充

氮。如某些特殊产品的工艺，也可以考虑采

用在灌装过程中进行抽真空、灌装、充氮一

体的设计：图3为德国Colanar公司的真空

灌装示意，这种技术的应用在国外已经非常

普遍，无论是博世，还是B+S、IMA、高宁

格、Inova都有成熟的案例。

图3  德国Colanar公司的真空灌装

四  灌装后

药物在完成灌装后，未密封前可采用氮

气风幕来进行保护。液体产品采用一般的氮

气风幕保护设计就可以，但对于无菌粉针生

产的保护，则需要更巧妙的风幕设计，既要

保证氮气流的速度快，又要保证药粉不被吹

出。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生产线灌装机

在连续运行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保证残氧

量的控制，而在紧急停机等待的情况下对氧

敏感的药物则很容易受到氧的侵袭。因此，

292017.03

Pharmaceutical &  
Equipment



厂家在设计制造设备时应重点关注这一环节！

五  密封

药物在灌装结束之后，将进入最为核心的部 

分——密封环节。这里重点讨论西林瓶、安瓿瓶和

注射器三种容器。

（一）西林瓶

要保证低的顶空残氧量，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胶

塞内凹陷部位的处理，对于这点，厂家应对的方法

各不相同，如博世、B+S两家的应对方案就不同。

笔者认为，博世的方案既简单又无运动颗粒的风

险，还能降低跳胶塞的比例。这里涉及技术保护问

题就不详细说明了，建议与设备制造商进行充分沟

通。需要强调的是，图4胶塞的内凹处是氧气残留

的一个盲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图4  胶塞内凹处

（二）安瓿瓶

此类产品若要保证低的顶空残氧

量，在封口的过程中必须要求充氮保

护同步进行，如果没有这一步设计，

就无法满足较低的顶空残氧量。

（三）注射器

本文将注射器和卡式瓶归为一

类。真空加胶塞是目前大家讨论非常

多的一个话题，但并非只要是真空加

胶塞就能满足较低的顶空残氧量。比

如，套管加胶塞的设计就更巧妙地在

加胶塞过程中进行了充氮保护，而这

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残氧量一定不会

输给真空加胶塞产品的残氧量。目

前，还没有哪项技术可达到绝对的真

空状态加胶塞，这主要与药液在低压

状态下的沸点低、药液被吸出等问题

有关。对于卡式瓶、注射器形式的胶

塞，则真空加胶塞对胶塞表面的保护

是更优于套管加胶塞的。如图5所示，

德国Colanar公司的真空加胶塞方案

不仅仅能很好地控制真空度，还可以

更好地控制胶塞在容器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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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ridge Evacuated

图5  德国Colanar公司的真空加胶塞

再补充一点，对于大装量的产品，如脂肪乳、造影剂等，在经过前道

工序之后仍未很好地控制残氧量的厂家，可在扎盖前增加一道抽真空充氮

的装置，将内部的氧气再次驱除后进行氮气置换。加装这个装置需要同时

考虑无菌拆卸及快速安装的要求，拆卸灭菌的要求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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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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药及其现代化

中药（Chinese Herbal Drags）是指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疾病预防、治疗、

诊断和康复的天然药物及其制品的总称。据

此，传统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草

药及其制品，民族药及其制品，中草药提取

物，进口中药和植物药及其制品，中药和天

然药物有效部位及其制品，有效成分结构修

饰物及其制品，以天然活性成分为先导化合

物的合成和半合成药物等，均可属于广义的

中药范畴。

中药现代化与制药装备

 ■ 郑国珍

摘要：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借鉴国
际通行的医药标准和规范，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研制出“安全、有效、可控、
稳定”的中药产品，提升中医药国际合作层次，提高中医药服务的现代化水平，加快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制药装备的现代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通过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集成信息物理测控系统，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规
范，研发出能够适应中药现代化发展、满足制药生产工艺要求、性能参数指标先进、可
操作性强、环保、节能、经济技术指标先进的设备，促使制药工艺及技术不断改革和完
善，互相促进，共谋发展。

关键词：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制药装备的现代化；技术支持和保障；
制药工艺及技术改革互相促进

中药现代化涉及诸多问题，如中医药基

础理论的现代化，药材原料的规范化种植（Ｇ

ＡＰ），规范化提取制备工艺（ＧＭＰ），药

效物质基础的认识、质量标准化、实验室管理

规范（ＧＬＰ），规范化临床试验管理（Ｇ

ＣＰ），制剂的稳定性和可控性、生物利用

度等。但总的来说，中药现代化就是要在继承

和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融合自动化控制技术、

过程分析技术、信息化管理技术，实现单元工

艺生产过程工艺参数的在线测量与控制，使人

员、设备、物料和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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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艺及预定的生产规程进行运作，并借鉴国

际通行的医药标准和规范，有效解决中药生产

过程中多成分、多参数、复杂体系控制技术的

难题，减少人为因素、设备因素等对产品质量

的影响。实现中药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使我

国传统的中药向产业化、工程化、国际化方向

发展，生产出疗效确切、有效成分清楚、作

用明确、毒副作用较小且质量稳定、均一的药

品。简言之，就是要研制出“安全、有效、可

控、稳定”，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中成药品。

（一）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 

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满足人民不

断增长和变化的医疗保健需求，全面提升我国

民族医药产业，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

提升中医药国际合作层次以及中医药服务的现

代化水平，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现实目标应定位

为：能与“洋中药”抗衡，敢与国产化学合

成药媲美，能与生物制剂比肩，巩固和扩大

中药作为食品补充剂或保健品在海外非主流

医药市场的占有率，同时逐步开拓一条进军

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通道。

（二）中药现代化的主要措施 

要实现上述目标，最关键的是提取、

分离、精制工艺现代化、工程化，质量控制

标准化、规范化，提取、分离出中药药效物

质。中药药效的物质基础是制约中药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瓶颈，也一直是中药科研的热点

和难点。任何一种中草药所含成分成百上千

乃至上万，更不用说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

了，要想从中获取微量乃至微微量级的有效

物质，无异于大海捞针。

可采取“去伪存真法”筛选中药活性

物质：首先，系统、全面地解析中药品种的

物质基础，明确药效物质基础，在肯定其药

效的情况下，采用过程质量控制策略、运用

数字化控制技术，先分离除去较易确定的无

效（无活性）物质，然后确定和除去可能的

有害（毒性）物质，剩下的可能就是药效物

质，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因此，建立

规范化的中药提取、分离、分析共性技术

平台，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

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不仅要积极

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而且要加强

新技术应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基础研究；

另一方面，针对简单易行的中药传统提取、

分离分析技术实现规范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改造及提升，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开发的

包括：流量、搅拌转速、提取温度、萃取率

控制的动态提取单元；含浓缩液密度检测的

（汽－液－固）三流体自然循环蒸发（浓

缩）单元；真空度及雾滴大小控制的真空离

心喷雾干燥（制粒），融合自动化控制技

术、过程分析技术、信息化管理技术，实现

单元工艺生产过程工艺参数的在线测量与控

制具有模块化过程质量控制功能的一体化联

动生产线，即中药传统提取分离分析技术实

现规范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改造及提升。

中药提取、分离、精制工艺现代化、工

程化，质量控制标准化、规范化，离不开原

料药材前处理的质量控制标准化、规范化。

这就要求中药饮片生产、药材前处理必须保

持稳定的外观质量、减小有效成分的流失、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无论是净制、润制、切

制、炒制还是炮炙都应采用新工艺，如全浸

润工艺及微波技术与炮制的应用等。

许多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如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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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膜分离技术、新

吸附技术、外加能量（微波等物理场）协助

萃取技术、缓释、控释、造粒新技术、靶向

给药技术等为中药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也对作为技术保障的制药装备的现

代化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  制药装备的现代化

总的来说，制药装备的现代化就是充

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依据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及制药机械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借

鉴国际通行的医药机械及设备标准和规范，

融合自动化控制技术、过程分析技术、信

息化管理技术，研制出从底层的PLC控制

单元，到DCS监控系统和PAT过程分析，

再到上一层的MES制造执行系统、ERP系

统，至最顶层实现中药生产过程的知识系统

（PKS），能够适应制药现代化发展、满

足制药生产工艺功能要求、性能参数指标先

进、可操作性强，环保、节能，经济技术指

标先进、运行平稳、安全、可靠，能制出

“安全、有效、可控、稳定”，符合国际质

量标准的药品，并能够合法地进入国际市场

的高效节能工艺与装备技术。

制药装备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满足

不断增长和发展的医药保健的需求，为中药

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技术保障，

为促进我国民族医药产业、中医药事业可持

续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全面提升我国制药装

备水平，促进制药装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制药装备现代化、国际化的现实目标应

定位在：运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及云计算技

术解决制药信息处理、信息解释、信息利用、

知识发现与管理等关键技术问题，能与“洋机

器”抗衡，敢与国际原料药机械与设备媲美，

能与制剂机械比肩，中药饮片机械国际领先；

巩固和扩大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以实现优

质、保量、低耗、高效能智慧制药，同时逐步

开拓一条进军国际市场的通道。

三  现代化的制药装备是中药现代
化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制药装备的不断发展促使制药工艺及技

术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的目

标，最关键的是提取、分离、精制工艺现代

化、工程化，质量控制标准化、规范化，提

取、分离出中药药效物质。然而，长期以来，

由于中药的特殊性，如原料的地域性、组成的

复杂性、复方配伍的多样性等，存在自动化程

度低、操作过程多、凭经验判断等共性问题，

加之中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生产工艺落后，特

别是提取、浓缩、干燥生产过程生产效率低、

药材利用率低、能耗大、污染高、劳动强度

大、缺乏科学严格的工艺操作参数及系统的量

化指标，致使中药产品质量不稳定，产品仍多

是传统的膏、丹、丸、散类剂型。煎煮、浸渍

及渗漉等生产工艺在我国的应用已有上千年历

史，仍长期采用笼屉、大锅、瓷缸等装备。

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出现了煎煮锅、单级

热回流浸出的索氏提取器、多功能提取罐、浸

渍式平转连续逆流提取器；80年代开始引进

了日本的动态提取器，但由于有的植物在提取

过程中有芳香油馏出，因此，结合我国中药生

产的实际和相关的标准，在引进日本动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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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基础上结合中药配方颗粒最新工艺技术的

研究及单元工艺规程的GMP要求，增加了芳

香油提取器，从结构形式上作了很大的改进，

有了自己的动态提取生产线。喷雾干燥开始用

于提取物的制备，将膜式蒸发用于提取液的浓

缩和利用，箱式真空干燥器制取干浸膏，这才

使改革传统的提取工艺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动态提取生产线的应用对药材的粒度、

浸出温度及浓度差、压力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对药材要求粉碎至一定的细度，有利于

浸出有效成分，而过度粉碎会使许多不溶性

高分子物进入浸出液导致分离困难；升高温

度可增大浸出量、凝固蛋白质及破坏酶等，

但有效成分及挥发油则易分解和挥发；提高

药材组织内的浓溶液与其周围溶液的浓度

差，有助于加速浸出过程和提高浸出率；对

于坚实的药材，提高压力有利于加速浸润，

溶媒易渗入组织内部，创造最大浓度差，利

于扩散，但长时间加压，反而会降低效果。

由此不难看出，先进技术装备的应用促使工

艺生产必须在科学、严格的工艺操作参数及

系统的量化指标上下功夫，才能使我国传统

的中药向产业化、工程化方向发展。同时，

为获得适合的粒度、有利于浸出有效成分，

相继出现了全浸润工艺及转筒式、隧道式润

药机，平底式、滚筒式炒药机，以及轧辊式

破碎机等前处理工艺和设备，使前处理工艺

和设备的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动态提取

所需溶媒量大，浓缩量增大，将膜式蒸发用

于提取液的浓缩，提高了效率。动态提取生

产线的应用，提高了药材块、粒组织内的浓

溶液与其周围溶液的浓度差，因有了搅拌器

的搅拌，总在不断更新药材组织内的浓溶液

与其周围溶液的界面，提高浓度梯度，加速

了浸出过程，提高了浸出率，却致使不溶性

高分子物进入了浸出液。

如何分离中药药效物质和有效部分，成

为中药科研和制药装备的难点。经过一段时

间的探索，开始将平面回转筛、下部自动卸

料离心机、活塞推料离心机、管式分离机、

碟片式分离机等用于分离，使得中药生产向

产业化、规范化又前进了一步，但这种分离

方式不仅耗时，而且部分药效物质和有效部

分作为药渣被分离掉了。于是，膜分离技

术、新吸附技术应运而生。新吸附技术即利

用高分子高强吸附材料进行固液分离和不同

物质成分的分离技术。

利用高分子材料大孔隙、有选择的吸附

性，能够定向吸附溶液中的大分子物质，或

吸收其自身重量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水分，

成为具有固体性状的凝胶，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保持了这些分子和水分的功能。利用膜的

选择透过性，可将溶液中不同组分的溶质分

开、分级、提纯和富集。应用膜分离技术、

新吸附技术让浓缩、分离变得方便、容易，

于是有了新的吸附分离塔。

而利用不同物质分子运动平均自由程的

差别在高真空下实现物质分离的分子蒸馏技

术也是一种先进技术，这让短程蒸馏装置得

以迅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作为新一代化工分离技术进入中药现代化生

产领域，超临界流体的温度与压力均高于其

临界温度与临界压力，密度接近液体，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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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系数和黏度则接近气体，不仅具有与液体

溶剂相当的萃取能力，而且具有优良的传质

效果。可以通过调节压力和温度使流体和萃

取物迅速分为两相，达到迅速地、选择性地

提取中药药效物质和有效部分的目的，萃取

效率高、耗能低，而且萃取物杂质少。但超

临界流体萃取新技术对设备的结构形式、选

材、制造以及控制仪表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直到萃取工业化装置——萃取釜的出

现，对厚朴酚、青蒿素、丹参进行提取、分

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于中药生产

工艺的提升、技术更新、产品升级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缓释、控释造粒新技术引入中药生产，

将流化床包衣造粒机、离心造粒包衣机、旋

压式造粒机等一代包衣造粒新机型带入了这

一领域，要满足中药制药生产工艺功能的要

求，难度更大。以流化床包衣造粒机为例，

单气流分布板的开孔形状、开孔率、孔的分

布、孔的大小，导流筒的大小及高低、雾化

器的形式、细微的变化都会对丸粒的质量尤

其是包衣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再说旋压

式造粒机，旋压刀的弯叶角度对物料的适应

性有极大的作用。就这样，制药装备在不断

适应制药现代化发展、满足制药生产工艺功

能要求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为性能参数指标

先进、可操作性强、环保、节能、经济技术

指标先进的设备。同时，制药装备的不断发

展也促使制药工艺及技术不断改革和完善，

中药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制药装备现代化的过

程，它们互相促进，共谋发展，共同开拓一

条进军国际市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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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换热设备的专业选型 
与理性采购

 ■ 宋有星

换热设备是制药工业生产中的重

要设备，其设备采购与安装费用投资约

占工程整体投资的10%~20%，能源消

耗约占整个企业消耗总量的1/4以上，

理性、专业地选择最佳运行效果的换热

设备有利于减少投资成本、降低运行费

用、提高工作效率。

2010年版GMP中最大的变化和最

显著的特征就是新增了设备验证这一

章，即主要是针对厂房、设施、设备、

产品四大方面的验证。

设备的验证从设计确认、安装确

认、运行确认和性能确认四个方面展

开。设计确认是对供应商和设备的技术

指标、设计选型、技术文件制定等方面

做出验证考察；安装确认是检查设备安装是否符合GMP

规范要求；运行确认是检查设备的运行是否稳定，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是否达到预期的技术要求；性能确认是

通过模拟生产或正式生产来直接检查设备是否符合生产

要求，包括实物生产、性能鉴定、操作维护、清洗灭菌

过程等。

摘要：未来的制药设备采购一定是理性的、专业的、细分的，没有一种设备是通用的，
换热设备也是如此，专业地设计、理性地选择最适合的换热设备去满足不同工艺条件才
是最佳的解决方案。随着2010年版GMP的颁布与实施，如何选择适合的换热设备，
需要更专业的选型与科学计算。理性采购可以确保顺利而经济地通过设计确认、安装确
认、运行确认和性能确认四个方面的设备验证。

关键词：换热器；冷凝器；理性采购；2010年版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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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换热设备时，尚存在诸多问题，致使采购成本大大

增加，甚至存在潜在的质量风险。例如，技改项目中工艺参数落实不详尽、不准确，

致使选择换热设备时选型不准确，要么富裕量大，要么满足不了工艺条件。另外，如

何选择适合的换热设备结构，尤其是无菌车间卫生级换热设备的选择，这不仅仅是

FDA（美国）、2010年版GMP的认证要点，更是保证企业系统安全运行，以及降低

运行、维护成本的重要环节。

一  选择换热设备的六个原则

以下介绍选择换热设备的六个原则。

原则一：充分沟通

一个更安全、更可行的设计方案首先建立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相关参数落实越

详尽所设计的方案与设备选型就会越准确，越能够满足工艺安全运行要求。设计人员

要与甲方单位及设计单位保持良好的沟通，确保参数准确。

例如，一个冷凝系统，应确定是新建系统还是技改系统？是精馏塔回流还是反应

釜蒸馏？被冷凝的物料是什么？物性参数？是否有腐蚀？考虑多大的富余量？如果是

技改项目应充分明确改造的原因、改造的目的，以及相关运行数据等。常规的有机溶

媒精馏回流运行示意如图1所示。

图1  精馏回流运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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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科学选型

制药换热设备的专业选型包括“结构选择”和“选型计算”两个部分。

首先，选择最适合的结构，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1）列管式：这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适合加热、冷却、冷凝等多种工

况，多应用在蒸馏回流、料液干燥、汽水换热等工艺点，选择此类设备的关键是换

热效率、体积及安装维护成本计算（见图2）。

图2  传统列管式换热器

（2）板式换热器：这属于对称流设计，较适合大流量小温差的“水-水”换热

工况。

（3）螺旋螺纹管换热器（见图3）：这是新型列管式换热器，非对称流设计，

换热管束经螺旋螺纹反向缠绕后，换热管的长度达到了壳体长度的4~6倍，换热管

的管壁只有0.6mm，可提高传热膜系数，强化湍流、换热充分、冷凝彻底，使单位

面积的换热效率大大提高，适合有相变的高温高压蒸汽系统、蒸馏回流系统、节能

改造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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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螺旋螺纹管换热器

392017.03

Equipment &  
Procurement



（4）卫生级双管板换热器：适合主管路注射用水或纯化水等工艺水的保温循

环，终端取水点的冷却，以及各类洁净物料的加热、冷却工艺（见图4）。

1671mm
995mm

765mm

11
0m

m22
3m

m

K2K3

K1 K4

139mm 139mm

图4  双管板换热器

在FDA检查人员技术指南“热交换器防止污染指南”中讨论了热交换器的设计

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问题，该指南指出的两种方法可以阻止渗透带来的污染。一种

是仪表持续地监控压差，以确保在洁净流一侧始终保持较高的压力；另一种是利用

双管板的热交换器。

除了双管板结构设计外，在最低点排空、材质（316L）、表面粗糙度、设计

流速、验证文件等方面均提出了相关要求。这也是FDA、GMP认证审查中的重要

环节。选择此类设备的关键是符合GMP认证要求、满足换热要求、安全运行及符

合CIP/SIP要求等。

（5）其他：还有螺旋板式、浮头式、板壳式等结构。

其次，通过选型计算与选型方案，设计最适合、最优化的方案。

任何一种结构均有其最适合的工况。由于结构、材质、壁厚等在不同换热工况

下导热系数取值不同，换热设备的选型不同。例如，螺旋螺纹缠绕结构的换热器，

在“汽-水”换热工况下换热系数取值最高能达到14000W/m2·℃，单位面积的换

热系数能达到传统换热设备的3~7倍，体积却是传统列管式换热器的1/5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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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工艺中：

潜热（Q=Mq）+显热（Q=CMΔT）

冷却工艺中：

显热（Q=CMΔT）

Q=K×A×Δt

其中，Q为传热热量；K为导热系数；A为传热面积；Δt为传热温差（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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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顺流与逆流换热曲线图

选型计算中还应充分考虑系统运行环境、材质、温度、压力、压降、流速、换

热系数取值等条件。一份专业的换热选型方案是“结构选择”与“选型计算”的最

佳优化组合结果。

原则三：确保安全

确保工艺的安全运行是最重要的，无论选择哪一种结构形式、换热效率如何，

工艺的安全都是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选型因素。例如，温度、压力、物性参数、压

降、温差、物料是否有腐蚀等工艺参数的逐一确认与满足等，才能确保工艺的安全

运行。

原则四：满足工艺条件

依据工艺参数，计算出换热器的结构、材质、壁厚、流通量、换热面积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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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通过经济性评估，才能确定最终的选

型方案，以满足工艺运行条件。

原则五：节能降耗

科研创新与节能降耗将是未来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考核依据，选择新工艺、新设

备是企业创新发展、节能降耗的永恒动力。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以及医药行

业提出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在原料药领

域，应通过工艺和技术设备创新淘汰落后产

能，实现节能降耗。结合“节能降耗的要

求”选用节能型冷凝器是原料药生产工艺革

新的一项重要内容，节能降耗将不再是口

号，而应付诸于行动。

节能降耗的前提是选择最适合的换热器

结构形式，以及最适合的换热面积和最准确

的设计方案。例如，在应用最为广泛的有相

变“汽-水”换热工况中，选择螺旋螺纹管式

换热器，通过科学的选型计算，与传统的列

管式换热器比较，因为其特殊的结构设计，

换热充分，冷凝彻底，运行中可使蒸汽的耗

量减少10%~25%，为用户节约运行成本，

可实现良好的节能降耗效果。反之，选择板

式换热器结构或传统列管式换热器不仅不能

够实现节能降耗，还会因为高温、高压的蒸

汽环境可能造成设备的部分焊点开焊或胶垫

的损坏。

原则六：敢于创新、选择专业设备供货
商

未来中国换热设备行业一定是由“大而

广”向“专而深”发展，对于换热设备的选

择将不仅是简单的设备选择，而且需要提供

具体的系统解决方案。专业、专注、专心的

设备供应商，才能提供更加科学、专业、理

性的换热系统解决方案。

二  案例分析

下文将根据螺旋螺纹管换热器的特点及

其在新建医药中间体企业的应用，分析理性

采购此类设备的重要性。

自从螺旋螺纹管换热器在精细化工、

医药领域被广泛应用以来，独特的螺旋缠绕

结构使其在原料药、中间体生产的溶剂回收

工艺中体现出以下优势：①高效、节能、降

耗。②全不锈钢焊接结构，耐高温、高压，

设计寿命长达40年。③结构紧凑、体积小、

重量轻、安装维护方便。④独特的螺旋缠绕

换热结构，运行噪音低，换热充分。

现以螺旋螺纹管换热器在山东某医药

企业的应用实例，论证此类换热器的结构选

择、选型计算、方案优化、节能降耗等理性

采购指标。

按照原设计为四种物料的塔顶冷凝回流，

根据医药设计院的原始设计，冷凝换热量合计

为10874kW，需要换热面积总计1058.7平方

米，设备占地面积为800平方米。

经充分沟通，选用螺旋螺纹管换热器进

行设计，在保证工艺需求的前提下，设计如

下，可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一，换热面积大大降低：换热面积仅

为297.7平方米，是原设计的1/3左右，大大

节约设备投资。

第二，占地面积减少：占地面积不足

400平方米，可以减少约400平方米的基建费

用。

第三，体积小：安装方便，安装费用降

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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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设备安装方便，缩短了50%的安

装工期。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知，螺旋螺纹管

冷凝器性价比高，在医药中间体物料的冷凝

回流生产中应用有很大优势。以上优势是换

热器结构本身体现的特点，通过实际的应用

评价如下：冷凝效果好，充分体现了螺旋缠

绕换热管的高技术优势；冷凝速度快（原

5000L的反应釜6小时一个生产流程，采用此

类冷凝器只需要4个小时），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同时，因螺旋螺纹管换热器具有全焊

接耐高压的特点，大大减少了设备的检修费

用和工时，成为医药中间体企业节能降耗的

具体应用。

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目前华

药集团、齐鲁制药、浙江东邦药业公司、浙

江昂利康制药、潍坊特化、鲁抗集团、西南

制药、石药集团、瑞阳制药、齐都制药、江

苏万邦、无锡制药七厂等多家企业都选用了

此类新型冷凝器，该设备在节能减排工作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用户反馈意见很好。

随着市场对新型节能换热器结构特点的

认知程度不断加深，相信新型节能换热器将

在新建医药中间体企业的建设中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体现其最佳的性能价格比，创造更

高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三  结语

2010年GMP已颁布实施多年，众多药品

生产企业面临工艺革新、技术改造、换热设备

技改，尤其是符合FDA、GMP认证要求的卫

生级换热设备的采购与技术改造，科学、专

业、创新的设备采购才是理性的、负责任的。

专业成就高度，创新成就未来！安全、

高效运行是检验设备的标准，理性采购才是

创新发展的催化剂，制药换热设备需要专业

的选型，中国制药装备行业更需要专业、专

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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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全球医药市场发展需求，推动

我国药企进一步提升制剂研发能力，现在国

内领先的药企逐渐加大药品研发的投入，注

重新品种与新剂型的研发与引进，特别是缓

释、控释、靶向药物等新型高端制剂，以增

加剂型改善药物的治疗效果。随着社会人口

结构的变化，慢性疾病患者、老年患者长期

用药的需求日益加大，同时由于某些药物生

物半衰期短，只能用于注射给药，顺应性方

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故长效注射剂具有明显

的治疗优势：①维持血液循环中平稳的药物

浓度，降低多次给药造成的血药浓度波动，

可减少药物副作用，提高其安全、有效性。

②减少给药频次，持续释放几周甚至数月，

延长药物作用时间，提高患者的顺应性及其

新型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的 
研究进展

 ■ 肖家超、李  雪、胡春弟

摘要：肌肉注射纳米晶体混悬液可产生长效缓慢释放的效果，从而降低给药频次，
减少由于血药浓度波动引起的不良反应，从而提高药物的安全性和患者的顺应性。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专著及参考近年来国外上市的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相关产品，从
纳米晶体混悬剂的定义、缓释原理、制备方法、物理表征及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该新型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工艺简单，有利于实现工艺放大
生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纳米晶体混悬剂；长效注射剂；减少不良反应；肌肉注射 

生活质量。③控制药物释放速率，达到预期

治疗效果。④通过普通注射针头注射，无需

切口或手术，给药方便。⑤从药物经济学角

度，可降低治疗费用，提高性价比。目前，

长效注射剂广泛用于部分激素类、精神类及

多肽药物等。

随着对难溶性药物制剂的不断开发，亲

水凝胶骨架、微球微囊、脂质体、亚微乳等

长效注射剂相继问世［1-4］。微球微囊制备工

艺相对复杂，容易产生突释现象，存在一定

的技术壁垒，较难形成工业化大生产，且制

剂生产中加入的有机溶剂难以去除，存在安

全隐患，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上述长效注

射剂的发展。近年来，纳米混悬剂作为一种

通用型提高难溶性药物溶解度的方法［5］，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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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纳米晶体混悬液适合多

种给药途径，不同给药途径可造成体内释放行为

的差异。已有文献报道，肌肉注射纳米混悬液可

达到长效缓释的效果，同时，纳米晶体混悬液可

以增加载药量，从而减少注射的体积，减轻患者

疼痛，还可避免肝肠循环和首过效应的影响。

一  概述

纳米晶体混悬液是由“纯的”药物纳米颗粒

（粒径为100nm～1000nm）在稳定剂的保护

下，均匀分散在水中形成的混悬液。该混悬液中的

粒子粒径较小，有较大的比表面能，因此，有自发

聚集的趋势，为维持粒径的稳定，需要向其中加

入一定量的稳定剂。常用的稳定剂主要分为电荷

稳定剂和立体稳定剂两种。电荷稳定剂主要包括

十二烷基硫酸钠、多库酯钠和聚乙二醇琥珀酸酯

（TPGS）等，其依靠同性离子之间的排斥力保持

纳米体系的稳定。立体稳定剂主要有卵磷脂类、纤

维素类、泊洛沙姆类、聚山梨醇酯类等，其吸附于

药物粒子周围，提供立体屏障，维持粒径稳定。纳

米混悬液可用于多种注射给药方式，包括静脉、肌

肉与皮下等。静脉注射纳米混悬液可迅速起效，提

高生物利用度，也可能在溶酶体中形成贮库，通过

扩散使药物入血形成一定的缓释效果［6］。因载药

量高，给药体积小，尤其适用于小体积给药的肌

肉、皮内、皮下注射，还会产生缓释的效果［7］。

美国FDA与欧盟药品管理局（EMA）已分别陆续

批准了采用纳米晶体技术制备的长效注射剂，如

阿立哌唑（Abilify Maintena）和棕榈酸帕利培酮

（XEPLION）等。

杨森制药采用纳米晶体技术研制的每月使用

一次的长效纳米晶体混悬注射剂——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注射剂XEPLION，于2011年

3月获欧盟委员会批准，是欧盟EMA批文的

第四个产品。该药用于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维持治疗。文献和药代结果显示［8］，注

射用纳米混悬剂药物的溶出并非瞬间完成，

而是先在注射部位形成一个贮药库。小粒径

微粒的溶解度及溶出速率高，故先溶解，大

粒径微粒后溶解，然后跨膜扩散进入血液，

从而达到缓释的效果，该剂型可避免速释制

剂因浓度瞬间过高而引起的毒性，进而改善

了药物的安全性。孔东倩等制备了穿心莲内

酯纳米晶体混悬液，经大鼠肌肉注射给药试

验，结果表明其在体内呈现缓慢释放的效

果，且提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9］。

二  制备

纳米晶体混悬液的制备方法主要有两

种，即“分散法”和“沉淀法”。前者意为

粒径从大至小，主要通过高压均质法或湿磨

法将原料药物颗粒从大粒径减小至小粒径。

后者意为粒子从无到有，药物在一种溶液中

被析出形成均匀、细小的沉淀或结晶的方

法，包括沉淀法、乳化溶剂挥发法等。

（一）乳化法或微乳法

该法与沉淀法类似，系将药物溶于易挥

发的有机溶剂或与水部分混溶的有机溶剂中

形成o/w型乳化剂；然后，经过蒸馏、离心过

滤等除去有机溶剂，药物在剩余的水中析出

形成纳米晶体混悬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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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淀法

沉淀法是指将难溶性药物加到有机溶剂

中形成饱和溶液，并在该液中迅速注入不良

溶剂以达到过饱和状态，从而引起药物自发

析出结晶成核。制备过程中使用的良溶剂与

不良溶剂必须混溶才能使药物析出，否则该

过程或转变为萃取，使得既难溶于水又难溶

于有机溶剂的药物无法采用沉淀法制备纳米

晶体。虽然沉淀法工艺简单，不需要大型生

产设备，容易实现连续化生产，但由于该技

术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有机溶剂残留及晶型

转化导致纳米晶体混悬液不稳定等因素，最

终导致其产品化受到阻碍。

（三）湿磨法

目前，纳米晶体混悬液广泛采用的制备

工艺为湿磨法，该法重复性好，容易实现工

艺放大。目前，国外上市的纳米晶体药物绝

大多数为该法制备［11］。影响湿磨机研磨效

率的因素除与药物性质、稳定剂种类及用量

有关外［12］，还与制备工艺，如研磨转速、

研磨时间、研磨珠的大小及其在研磨腔内的

填充率及温度等有关。经试验发现，影响纳

米晶体粒径大小的因素主要为制备工艺，其

与研磨珠的大小密切相关，而该剂型的稳定

性则主要受混悬液的处方组成即稳定剂的种

类所影响。常用的研磨介质根据材料的不同

一般可分为钢珠、玻璃珠、氧化锆珠或高交

联度聚苯乙烯树脂。介质的磨损及元素残留

是该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可通过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对其限度进行控制。

（四）高压均质法

根据均质原理的不同及技术更新换代情

况，高压均质法可分为高压微射流法、超音

速液体流法及活塞-裂隙法（piston-gap）。

其中，以高压微射流和活塞-裂隙原理制备

纳米晶体混悬液为主。高压微射流法是在超

高压的作用下，经过一定的微小缝隙均质阀

芯，产生几倍音速的高速流体，通过特别设

计的管腔，经多次改变方向后实现粉碎、均

质及分散，形成纳米晶体药物混悬液。

活塞-裂隙均质法是指物料通过柱活塞

泵吸入并导入压力可调的均质阀中，经过可

调宽度的限流缝隙后，瞬间失压的物料以极

高的流速喷出，碰撞在阀组件之一的碰撞环

上，产生了三种效应：空穴效应、撞击效

应、剪切效应。该法目前在实验室阶段研究

和应用较多，但根据该仪器原理可知，剪切

效应产生的效果比较明显，故高压均质机常

用来制备脂质体、微乳等剂型。

高压均质法与湿磨法工艺的比较如表1所

示。

三  物理表征

采用各种物理学的技术和方法对纳米混

悬液的粒子大小、分布、形貌及晶型等理化

性质进行表征，为制剂的制备和质量控制提

供参考。

（一）动态光散射法

纳米晶体混悬液可采用动态光散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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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测定颗粒粒径大小和Zeta电位，其

测定粒径范围约为0.3nm~5μm（直径），

测量前需将样品稀释至合适浓度，以保证测

定样品的重复性。其测量结果中PDI（多分

散指数）用于控制粒子的均一性，PDI一般

控制在0.1~0.3以内。若粒径偏大，可通过静

态光衍射法或者扫描电镜进行对比测定。一

定的Zeta电位是维持纳米粒子稳定的必要条

件，所以，准确测定其数值对纳米混悬液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X射线粉末衍射

对原料药及制剂进行X射线粉末衍射

（XRPD），可观察其晶型的变化，进而

判断出其产生纳米效应的原因。在制备过程

中，药物由晶体结构转化为无定形结构后，

由于晶格能降低，药物的溶解度显著提高。

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可进一步判断

晶型的变化及其载药机理。

（三）扫描电镜

扫描电镜主要用于观察纳米粒子的表面

形状和粒子的大小。

（四）光学显微镜

光学显微镜可粗略地得到粒子的形态及

大小，主要用于检测纳米晶体药物混悬液中

大粒子的粒径，但无粒径分布图，而动态光

散射法和静态光衍射法可得到粒径分布图。

四  纳米晶体药物的稳定性 

保持纳米混悬液的稳定性是该剂型成功

的关键［14］。纳米混悬液的物理稳定性主要表

现为粒径的稳定。若混悬液物理稳定性较差，

当药物颗粒粒径减少至微米级以下时，其表面

自由能明显增大，则会表现出沉降、团聚及晶

体生长等现象。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稳定剂

保证纳米体系的稳定。影响药物稳定性的因素

很多，除与药物性质有关外，还与选用的稳定

剂有关。两者的表面能相当才可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同时，可能存在药物与稳定剂官能团的

相互作用。根据Ostwald-Freundlich方程，

当粒径减少至1μm以下时，其饱和溶解度明显

增加。然而，值得关注的是，1μm只是纳米级

表1  高压均质法与湿磨法工艺比较

制备方法 主药含量 仪器参数 最大占比 优点 缺点 粒径分布 耗材

高压均质法

药物浓度一般在1～ 
10mg/ml，当药物浓
度大于10%时有可能
会堵塞高压均质机的
限流缝隙［13］

2000bar 60%~75%

高压均质法可避
免研磨介质磨损
而导致的重金属
进入制剂

当药物浓度大于
10%时有可能会
堵塞高压均质机
的限流缝隙

宽 均质阀

湿磨法 1～400mg/ml 8000rpm 30%~50% 较窄 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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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溶剂为水，经肌肉局部给药后降低了刺

激性，通过控制粒径的大小最终实现缓慢释

放。棕榈酸帕潘立酮是第一个上市的纳米结

晶长效注射剂，其中一种给药方式为每月一

次肌肉注射给药，于2009年7月被美国FDA

批准（Invega Sustenna），随后于2011年

3月9日被欧盟EMA批准（XEPLION），用

于成人精神分裂症急性期和维持期的治疗，

复发率低于20%，目前该药物已在80多个国

家获得批准。有文献报道，不同粒径的棕榈

酸帕利哌酮会导致不同的体内释放行为，粒

径越大，其长效作用越明显，因此，控制药

物的粒径范围对于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具有

重要的作用。同时，Peter E. Williams［19］

提及药物的理化性质对于该剂型的成功也十

分重要，利匹韦林（rilpivirine）具有一定的

可压性，且在水中难溶，最终成功制备出粒

径为300nm的长效纳米晶体混悬液（用于预

防HIV-1的感染）。

2013年2月，美国FDA批准了大冢及

灵北的阿立哌唑长效针剂（商品名为Abilify 

Maintena）上市，这个药物每个月肌肉注射

一次，能够降低精神分裂症复发的风险，该

药也是获FDA批准上市的首个阿立哌唑长效

针剂；同年11月，该药获欧盟EMA批准，随

后在加拿大获批。2015年10月，另一种用

于治疗成人精神分裂症的月桂酰阿立哌唑长

效注射剂（Aripiprazole  lauroxil，商品名为

Aristada）被美国FDA批准上市。该药的给

药方式为4~6周臀部肌肉注射一次，可有效

防止疾病的复发。

与微米级的粒径区分，并不具有实际的参考意

义。结合不同的药物，粒径为2μm左右可能才

是纳米与微米级粒子的区分，此粒径及以下具

有一定程度的纳米效应——饱和溶解度与溶出

速率的增加。该纳米、微米临界粒径的发现，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效注射剂是以注

射用油作为水溶性或水难溶性药物的溶剂，

如氯哌噻吨癸酸酯（Ciatyl-Z Depot）和氟

奋乃静（Lyogen Depot），经肌肉或皮下注

射后，在体内缓慢释放，经扩散后进入血液

循环。常用的注射用油有蓖麻油、棉籽油、

橄榄油、大豆油和茶油等，但其存在的问题

是油对肌肉组织的刺激与浸润及过敏反应

等，可能还随着体循环转移至其他器官，产

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反应［17-18］。上市长效注

射剂醋酸甲羟孕酮（Provera Depot）也可

通过将水不溶性药物制成水性微晶混悬液，

后经局部注射给药后，达到缓释的效果。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运用纳米晶体

技术制备药物引起了越来越多药学工作者的

重视。纳米晶体制剂通过提高药物的溶解度

和溶出速率，经口服给药后可显著提高患者

的生物利用度，目前，已有多种口服给药的

纳米晶体药物制剂上市。口服纳米晶体药物

成功上市后，通过改变给药途径，结合肌肉

注射，最终改变了药物的体内释放行为，形

成了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纳米晶体混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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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的发展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

纳米晶体混悬液中分散的粒子以结晶态形式存在，但在制备过程中，可

能发生晶型的转化，也可能以无定形态存在。

综上所述，无定形态会自发地向能量更低的晶型态转化。药物晶型的稳

定不仅涉及药物的稳定性，更关乎纳米混悬液的体外释药速率及缓释性能，

最终影响剂型设计的安全性、有效性。因此，防止晶型转变或维持晶型稳定

性是长效纳米晶体混悬液研发的难点和质量控制的重点［20］。

此外，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的设计要求达到一定的缓释作用，体外释

放评价耗时较长，筛选具有体内外相关性及区分力的加速体外释放方法，提

高释放行为评价的效率是制剂研发的另一大挑战。尽管新技术、新剂型的发

展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从纳米晶体技术的发明到相关产品的上市，只经历了

短短的十几年。所以，我们相信随着纳米加工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

安全有效、质量可控、顺应性好的长效纳米晶体混悬剂走出实验室，进入临

床，服务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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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一晃三年过去，20 1 7年

Interpack于2017年5月4~10日如期在杜塞尔

多夫开展。在过去的三年中，核心制药设备之

一的高速旋转式压片机又有了哪些进展，就让

我们一同跨越时空，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展馆

近距离探寻一番。

记得三年前，Interpack展会的口号是

“Every innovation has its starting point”，

今年变成了“Made for  tomorrow”，看来主

办方秉承创新的理念，不断为创造美好的明天

而努力。

Interpack 2017 
压片机观后感

 ■ 耿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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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Interpack压片机的展位主要集中在

16号和17号展馆，到了会场笔者首先到公司

的展台报到。德国菲特的展位在16B13，此

次，菲特重点推出的是基于高端机型FE系列

中FE75（见图1）及FE55的密闭解决方案，

以及2016年在美国纽约首次推出的菲特首台

新一代胶囊填充机FEC40。此外，在18号展

馆，菲特还有一个独立展示模具的展位。

随着高效药物的不断发展以及法律法

规对操作人员保护等级的不断提高，密闭解

决方案日益受到市场的重视。菲特压片机

在其最高端的FE系列（Fette Easy  to use 

& Efficiency）上进行了改进，开发出高密

闭的解决方案。FE系列采用Try.Easy设计

理念，对压片机整体进行了全新设计，创造

性地将出料槽从玻璃门移至了立柱处，使得

双层真空树脂玻璃门可以完全关闭，不但

可以增加操作人员接触机器内部的空间，还

可以有效地减少粉尘泄露的可能性，在密闭

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此设计的基

础上，菲特联合欧洲一系列顶级供应商对给

料、压片机操作、出料、整个过程控制等一

系列环节进行了改进，实现了在压片机运行

以及维护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少粉尘泄露，

为操作人员提供了符合ISPE粉末密闭防护要

求❶的安全保护。

❶  ISPE，2005，ISPE Good Practice Guide：Assessing  the Particulate Containment Performance of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Glatte密闭阀

手套箱及
快速传输口

双层高分子树脂安全视窗

安全控制软件

图1  菲特FE75密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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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展台斜对面就是德国Romaco的

展位。三年前，Romaco刚刚从IMA手中

收购了Killian压片机，没想到三年后的今天

Romaco就被中国楚天科技及其控股股东楚

天投资等联合收购了75.1%的股权，真是计

划不如变化！

Romaco在干式制剂领域具备一定的优

势，楚天科技则在湿式制剂方面较为领先，

优势互补成为此次并购的基础。据报道，楚

天科技近年来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016年，其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已达到2亿多

元的规模，但海外客户主要集中在印度、巴

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新兴制药市场；而在国际市场打拼百余年的

Romaco，其海外客户囊括葛兰素史克等世

界著名药企，以欧洲和北美等传统优势市场

为主。在新兴崛起的中国市场，Romaco的

境况并不乐观，2016年其销售额只有500多

万欧元。合资后，楚天高层充满信心，表示

将用3~5年的时间，把Romaco在中国的销

售业绩提升到5000万至1亿欧元。笔者在展

厅与Romaco的产品经理进行了交流，他们

也觉得合并是一件好事，不过合并后可能会

带来一些变动，让我们拭目以待。

Romaco此次展出了KTP590X与

KTP720X两款压片机。KTP590X虽然是单

出料压片机，但是最多可配三个压力站，可

以实现单层片、双层片的压制，这点和2011

年菲特推出的FE55类似。KTP720X是针

对大批量生产开发的机型，最高可以实现每

小时100万片的产量，可以实现单层片、双

层片以及片中片的压制。其中，片中片的功

能较为特别，市场上可以实现此功能的压片

机型并不多见。此外，Romaco还展示了

XTP590X压片机与包装机直连的方案，前端

采用AZO真空上料，后端压片完毕后直接将

药片输送到包装线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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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展馆中还有印度制药机械企业

ACG。ACG胶囊填充机在印度市场具有较

高的占有率，其国际化的管理团队致力于不

断向欧美市场渗透。为了扩大产品线，ACG

推出了小批量生产的压片机PROTAB300，

该设备代表了印度压片机制造的最高水平，

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快速更换转台方面做了

一定改进。

17号馆中占据偌大展位的是意大利

的IMA公司，该公司的产品线非常丰富，

覆盖食品、制药等多个行业。IMA此次展

出了其最新Prexima系列的Prexima80、

Prexima300以及Prexima800三台压片机。

其中，Prexima80是实验室机型，支持混合

转台（B+D）；Prexima300是中批量生产

型压片机；Prexima800是大批量生产型压

片机。

P r e x i m a系列压片机吸取了之前

Comprima系列的经验，具备完全隔离的压

片仓，压片仓内易于操作人员进行维护，优

化的润滑系统减少上冲滴油造成黑点的可

能，具备快速更换转台、强壮的机械结构、

低噪音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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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展台旁边是另一家知名的德国压片

机制造商Korsch。此次Korsch与德国另一家

专注于固体制剂生产系统设备的制造商Bohle

共享展台，让人不禁有强强联合的遐想。

Korsch此次展示了XM12、XL200 

WIP、XL400、XT600四台机器。XM12是

实验型压片机，配备不同的选项可压单层片

和双层片，实验机型中较大的双层片产量是

其优势；XL200可用于中试放大或小批量生

产，还可以改造为WIP在线水洗机；XL400

是中批量生产的压片机，可改造压双层片和

包衣片；XT600为针对大批量生产的经济型

压片机，特别适合新兴制药市场。

可贵的是在17号展厅看到了几家中国制

药设备的联合展台，上海天祥的压片机、浙

江小伦的提升机都在其中，中国企业走向世

界的决心和勇气值得赞扬！

除了16号和17号展厅，还有几家比较知

名的压片机厂家分布在6号至8号展厅。

Bosch在6号展厅占据了很大的位置，

展示了众多产品品类，包括新推出的压片机

TPR500。在工业设计方面，Bosch一向

做得不错，各个品类的Design Line比较协

调，所有的操作屏都统一更换为宽屏显示

器，家族性更加明显。而且此次Bosch几乎

所有的品类都或多或少地标注了“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industry 4.0 solution”、

“Maintenance  support  system”、

“Remote service”、“Condition monitor” 

及“Energy monitor”等特征，体现了

Bosch在工业4.0、维修服务方面的能力。

在现场还有VR Training System的演

示，一位Bosch的工作人员戴上VR眼镜，套

上特制的传感器手套模拟操作员对设备进行

清洁，所有操作可以在电视上显示出来，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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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零件也必须做出准确的动作才能放置到

特定的零件小车上。

7a号展厅有GEA的展台，可惜的是

GEA产品线很长，压片机似乎不是重点，今

年也无压片机新品推出，所以，并未看到压

片机展出。

8号展厅还有两家韩国压片机制造企业，

一家是Sejong，另一家是PTK。

Sejong虽然在中国市场做得不很成功，

但是一直努力在拓展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很有韩国汽车厂家早年发展的影子。此次

Sejong展出了P320d、P420d和P580d三

款压片机。

PTK则展出了两款Pr-LT系列小批量生

产的压片机。

参观主要的压片机生产商的展合之后，

再次回到公司展厅，刚巧碰上对面的Harro 

Hoefliger（德国翰辉，简称“HH”）公司

的机器人秀，充满科技感的展台与振奋人心

的音乐以及艺术家出神入化的表演，让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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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眼界。此外，HH也和Bosch一样，运用了最新的VR技术展示了自家的

设备，戴上VR眼镜，穿上特制的服装，参观者在辅导人员的指导下乘坐

太空飞船来到虚拟展厅，里面有栩栩如生的HH包装机械。

由此可见，各大厂商都卯足了劲将最新科技运用到了Interpack  2017

中，让人大开眼界，感觉不虚此行，让我们一起期待三年后的Interpack

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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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制药行业介绍

我们的邻国日本是制药传统大国，曾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药市场。由

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15年日本已被中国超越，退居第三的位置（见表1），

但是差距并不明显，且日本市场正处于增长期。2015年，日本的制药行业经济增速

达5.9%，中国为5.1%；如将欧盟作为一个实体计算，中国和日本现分列第三和第

四位。

表1  制药趋势——2015年全球十大制药市场

排名 国家 销售额（十亿美元） 增长率*（%）

1 美  国 423 11.5

2 中  国 78.9 5.1

3 日  本 73.1 5.9

4 德  国 39.2 4.2

5 法  国 32.1 0.3

6 意大利 26.9 13.2

7 英  国 25.6 9.9

8 西班牙 20.3 15.7

9 巴  西 19.5 14.3

10 加拿大 19.2 6

十大制药市场 757.8 9.4

注：*与2014年相比较。

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

考察报告

 ■ 黄小铁、可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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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其制药行业也

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以至成为世界医药强国。二战后，针对国内低迷的医药产

业，日本政府通过采取积极引导和重点扶持的强制干预措施实现了对医药产业的创

新升级，制定了“引进、改良、模仿、吸收、自主开发”的创新策略，采取各种措

施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其进行改造，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便进入了创

新的高峰期，这为其成为世界医药强国奠定了基础。

根据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统计，1975年，日本共有制药企业1359家，到

1995年这一数字达到最高峰——1512家。此后，制药企业数量逐年下降，截至

2012年制药企业仅剩349家。尽管日本制药企业数量不到中国的1/10，但在全球

50强制药企业榜单中共有9家日本制药企业上榜，日本最大的制药企业——武田制

药居第16位。

日本企业注重研发，每年将占销售额10%～20%的资金投入产品创新，使得企

业逐渐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主体。源源不断的投入获得的是令人满意的回报，2010～

2015年日本共批准234个新活性成分药物，其中的125个由本土企业研发，超过了

在日的外资企业；而在新批孤儿药数量方面，日本本土企业也不示弱，在五年间新

获得批准的76个孤儿药中，其中的38个由日本企业研发，与在日的外资企业平分秋

色。日本制药工业协会的《制药协会指南》指出，日本的新药研发能力居全球第3

位，仅次于美国和欧洲。

与制药行业类似，日本制药装备行业也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由于拥

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日本制药机械的生产理念始终紧跟时代和市场的发展步伐。同

时，日本推崇“匠心”精神，企业在产品质量和细节上追求精益求精。与欧洲同类

型的产品相比，日本的制药机械在生产速度上不占优势，但是在线监测和人性化操

作以及稳定性方面略胜一筹。

在过去的几年，我国制药机械行业越来越与世界同行的技术发展趋于一致，但

总体水平还处于较低的状态。市场渐渐青睐含有高、精、尖技术的产品，行业的竞

争使得低配置、低投入、低产能的产品逐渐被淘汰，不断提高产品的安全性、规模

化程度、精密化程度、自动化程度并且降低生产成本将是制药机械的发展方向。对

于药机企业来说，市场理念和产品创新理念，将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了深入了解日本制药行业的发展水平，协会工作人员于2017年6月赴日参观

了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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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会介绍

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Interphex Japan）创立于1987年，每年一届在

日本东京举办，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30届，是日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制药设备展。

2017年，该展览会于6月28~30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约657家企业参展，其中日本

企业609家。

该展会按展品类型分为以下11个展区：①制药工程；②原料药设备；③消毒设

备与净化室；④ IT解决方案；⑤设备维护；⑥实验室设备与分析仪器；⑦制药合同

服务；⑧传动及动力配件；⑨制药包装设备；⑩过程检测设备； 制药物流服务。

与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同期举办的还有其他三个展会，分别是：日本原料

药展、日本生物制药展和日本食品饮料展。同时，展会期间举办115场学术论坛。

主办方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见图1），共有近5万人参观了2017年日本国际

制药工业展览会（统计中不含参展商人数）。与中国展会不同的是，本次日本展览

会三天的观众人数比较一致，每天都在1.2万人左右，这说明展会对观众的粘性较

高。由于有众多新品展出，提升了观众参观的投入度。

图1  2017年日本国际制药工业展览会观众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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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期间，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制药机械的发展水平及市场需求，并向日本

的参展商和观众推介了中国制药装备产品，介绍了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和中国国

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在展会现场，我们与一位从事日本制药装备海外出口的代理商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据该负责人介绍，日本的中药装备企业并未参加本次展会，主要是由于日本的

中药设备市场已经基本稳定，中药生产企业若有新的设备采购需求往往会继续通过

原有的设备供应企业采购，因此，中药装备企业通过日本展会宣传自己产品的意义

并不大。本土市场的稳定给日本的中药装备企业带来了出口的内生动力，中国对于

他们来说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他们也正在寻求进军中国市场的契机和方式。

该负责人还介绍到，日本中药装备的先进水平，主要得益于日本对中药的一致

性评价，日本从1976年就已经启动了中药的一致性评价。以日本生产的制丸机为

例，在实行了中药的一致性评价之后，为了保证药品的质量，对制丸机的要求也随

之提高。因此，制丸机生产企业不断创新，实现了制丸的自动化。该机生产的丸剂

具有粒径小、丸重均匀、外形美观等特点。日本岩黑公司的丸剂装备在日本市场的

占有率高达80%，其生产的丸剂设备可生产最小直径为2mm的丸剂。同样，日本

的中药混合设备在中药实行一致性评价之后，进行了不断的提升和改进，之前需要

半个小时左右完成的混合，现在可在6~7分钟内完成，较短时间的混合有利于保护

原材料。

在材料处理展厅，DALTON公司展出了一套固体制剂连续生产设备，该设备

可以实现原料—颗粒—片剂全过程的高质量、无人化生产。整套设备通过选择合适

的工艺和管道将固体制剂生产中的各个步骤（配料、混合、制粒、整粒、干燥、压

片）连接起来，同时使用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PAT过程分析技术，对生产过程中

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收集，再利用数字化的精确控制系统对数据和生产过程进行

控制，其生产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固体制剂连续生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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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固体制剂连续生产的关键在于使用在线检测装置。DALTON公司

的设备配备了在线检测装置，针对混合均匀度和颗粒水分含量使用近红外技术

进行检测。

日本振动干燥机第一品牌“中央化工机株式会社”展出了全球首发新 

品——冻结振动干燥机（见图3）。该设备首先将原料冻结，然后通过振动将原

料均匀粉碎为粉体颗粒，再采用间接加热进行干燥。冻结振动干燥机主要具有

以下优点：①具备干燥纳米粒子的能力。②内部没有凸凹不平的地方，结构简

单，易于清洗。③可做密闭结构，防止杂质混入，可用于无菌室。④干燥范围

广，可实现高真空干燥。⑤适合自动化，原材料为流动状态，可以自动流入下

一工序。⑥完全静封闭结构，可干燥含有机溶剂的原料。

   

图3  冻结振动干燥机

“中国制造2025”要求装备要达到智能化、自动化，而连续生产是智能化

的基本条件，缺少在线检测就不能实现连续生产。因此，在线检测在“中国制

造2025”中的地位不可忽视。据了解，现在日本的大部分药厂都已经实现了固

体制剂的连续生产，在线检测应用普遍。而在中国，固体制剂还主要为离散式

生产。国内的固体制剂设备供应商可以提供连续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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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检测技术方面所具备的能力还比较欠缺，现在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是生产期

间整批物料需要停顿进行离线检测。离散式生产存在劳动强度大、工艺过程复

杂、劳动力偏多、生成空间粉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等很多缺点；而固体制剂

连续生产则可实现全密闭、无尘化（提高对人员和环境的保护），高程度的自

动化（提高效率），降低人工干预（减少对药品的污染）。因此，在“中国制造

2025”的背景下，固体制剂的连续生产乃大势所趋。

其实，日本的在线检测设备在日本的制药装备上可谓“无处不在”，不论是

固体制剂生产中混合均匀度、颗粒粒度以及片剂的检测，还是基于机器视觉的药

品包装检测，在线检测可以有效地提高药品的质量，值得我国制药企业和制药装

备企业借鉴。

日本的参展商表示，由于产量不大，日本的制药企业对设备的速度要求并

不高。比如枕包机，日本制药企业选用的设备一般低于150包/分。相反，他们

对于设备的质量、自动化程度的要求更高。日本参展商认为，由于制药设备材质

好、表面处理工艺好、装配精度高，所以日本的设备质量好、稳定性高。目前，

中国制药企业对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日本设备的维护成本较欧洲的产品要

低，他们认为，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

在展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创意新颖的制药设备。如OMORI枕包机新产

品，在封口的同时，将封口两端折起，这样可缩小盒子的体积，降低耗材成本。

CKD的最新包装机，可以在铝塑板上再贴上一层标签，以实现对儿童的保护。

这些产品充分体现了设计的人性化，中国在这方面还相对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改

进、创新。

作者简介

黄小铁、可嘉，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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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沉降离心机械

sedimentary centrifuging machinery

以离心力为推动力，对悬浮液、乳浊液及其他物

料进行沉降分离的机械。

3.4.2.1  三足式沉降离心机

solid bowl three column centrifuge

立式无孔转鼓沉降离心机。

3.4.2.2  刮刀卸料沉降离心机

scraping-discharging sedimentary centrifuge

采用刮刀卸料无孔转鼓沉降离心机。

3.4.2.3  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

scroll-discharging sedimentary centrifuge

由无孔转鼓内的螺旋输送器卸料的沉降离心机。

3.4.2.4  室式离心机

chamber type separator

转鼓内具有若干同心分离室的沉降离心机。

3.4.2.5  管式沉降分离机

tubular sedimentary separator

圆柱形转鼓长径比为4~8的沉降离心机。

3.4.2.6  冷冻离心机

freezing centrifuge

低温（低于0℃）状态下的沉降离心机。

3.4.2.7  螺旋卸料沉降过滤离心机

scroll discharging sedimentary centrifuge

转鼓内既有沉降段又有过滤段的螺旋卸料离 

心机。

3.4.3  离心分离机械及设备

centr i fugal-separat 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对悬浮液，乳浊液的固、

液、液三相进行分离的机械及设备。

3.4.3.1  碟式分离机

disc separator

转鼓内装有带中心孔的锥形碟片，对悬浮液或乳

浊液进行分离的离心机。

3.4.3.2  人工排渣碟式分离机

manual slag removing disc separator

以人工方式排渣的碟式分离机。

3.4.3.3  喷嘴排渣碟式分离机

nozzle slag removing disc separator

转鼓上装有喷嘴，喷出沉渣的碟式分离机。

3.4.3.4  环阀排渣碟式分离机

loop valve slag removing disc separator

利用转鼓内的活塞启闭排渣孔排渣的碟式分 

离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15692-2008

GB

 制药机械术语（七）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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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8 年 4月 20-23 日

地  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主办方：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

承办方：北京精博信展览有限公司

第55届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

2018（春季）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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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王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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