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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药品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是单纯的追求疗效
问题，而针对药品的品质也更加关注，如今在制
药装备不断升级的情形下，中药制剂在生产过程

中仍会遇到一些工艺技术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为进一步提升中药制剂的质量(工艺水平)，我们
需要有针对性的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问题进行
收集整理，通过研究分析找出影响质量问题（产
品工艺）的根源，并为其找到正确合理的解决途

径。



今天分享的主题
中药制剂工艺中常见问题的

探讨与对策。



中药固体制剂工艺中常见的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解决问题的措施与对策



 第一部分
中药固体制剂生产工艺常见的问题

在中药固体制剂生产过程中，由于中药成分较
为复杂，需要经过严格验证的完善工艺支持中
药制剂的（持续稳定）生产，如果工艺技术不
成熟会给中药固体制剂生产带来很多不稳定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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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中药固体制剂生产工艺常见的问题

由于固体制剂生产中片剂较常见，本章以下重点
介绍中药片剂生产工艺中常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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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片剂常见的工艺问题

 2. 松片问题

  4.片重超差（超标）问题

  1.裂片问题

65%

  3.粘冲问题



中药制剂片剂常见的工艺问题

  6. 脱粒掉屑问题

  5.崩解迟缓（超限）问题

     7.  花斑问题



 第二部分
生产工艺中常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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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和理解进行的描述（省略)，
如有不到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导。



1.造成中药裂片的原因；

设备方面：

压片机所加压力过大，颗粒在瞬间受压同时，原有的

粘合剂承受不了其强大的膨胀系数，造成裂片。

上冲与中模间隙过大，由于中药片剂中大多含有粗纤

维成分，对模具磨损较快，上冲及中模在使用一段时

间后会出现一定磨损，



1.造成中药裂片的原因；

设备方面：

其中以中模磨损最快，中模经长时间与物料高速摩擦

后会造成模孔的间隙变大(一般模具使用寿命可以按生

产批次计算。)



1.造成中药裂片的原因；

物料方面：

颗粒过干，颗粒在干燥过程中水分流失过多，造成颗

粒压片过程中不易结合。

颗粒细分较多，由于颗粒中细分占比较多，造成片子

成型后质地疏松形成裂片。



1.造成中药裂片的原因；

物料方面：

粘合剂用量不足，制粒后颗粒的粘结性不强，造成细

粉较多，最终造成裂片。



2.造成中药片剂松片的原因；

设备方面：

压片机加压不足，片剂刚刚成型没有硬度。

压片机转速过快，颗粒先压后保压时间较短，造成松片。

压片机预压轮没有起作用，没有预压排气造成松片。

个别上冲出现长短误差，造成部分松片。

（压片时根据不同的片型及产品设置合理的主、预 压力

范围很重要）



2.造成中药片剂松片的原因；

物料方面：

（半浸膏中加入的生药粉）粉碎细度不够，颗粒中含

有粗纤维富有弹性（或油类成分较多，颗粒间结合力

较差，易）造成松片。

颗粒粘合剂用量不足或颗粒过干造成松片。

颗粒粒径分布不均匀流动性差，造成松片。



3.造成中药片剂粘冲的原因；

模具方面：

新加工的冲模含有油污，如清洗不干净易造成物料黏

附上冲。

上冲模内表面不够光洁，有刻痕（或缺乏模具的保

养）。易造成粘冲

物料方面：

颗粒过湿(含水量较大或空气湿度偏高)，物料易黏附上冲



3.造成中药片剂粘冲的原因；

物料方面：

润滑剂用量不足，造成物料流动不畅或产生静电导致

粘冲。

因物料本身引湿性太强，造成粘冲。

环境方面：房间湿度太大，或温度过高造成物料粘冲。



4.造成中药片剂片重超差的原因；

模具方面：

个别中模膜孔间隙变大，造成个别片重超重。

个别下冲长短不一致或下落时形成不到位，造成个别

片重超重或超轻。

设备方面：

强制加料器中个别齿轮碰撞变形强制加料时多时少，

造成个别片重超重或超轻。



4.造成中药片剂片重超差的原因；

强制加料器与转台安装不平衡，造成填料不均片重超

重或超轻。

压片机部件结构有松动，造成片重超重或超轻。

机器转速过快，填充量不足造成轻片。

物料方面：

颗粒流动性差，造成物料流动不畅，时多时少。

颗粒分层，粒径差异大分布不均。



5.造成中药片剂崩解迟缓的原因；

物料方面：

颗粒硬度较小，反而崩解迟缓，因颗粒受压易碎压成

的片剂孔隙和孔隙径较小，水分渗透率不高造成崩解

迟缓。反之，颗粒硬度高时片剂崩解较快。

颗粒中粘合剂或润滑剂用量过多易造成片剂崩解迟缓

，如硬脂酸镁用量大时，反而影响崩解。



5.造成中药片剂崩解迟缓的原因；

物料方面：

颗粒的储存时间，储存时间长时，颗粒受环境影响自

然吸收一定水分，反而能延缓片剂的崩解时间。

设备方面：

压片机压力过大，所压药片硬度大也会引起崩解迟缓。



6.造成中药片剂脱粒的原因；

物料方面：

制粒环节水分控制差异大，造成总混批颗粒水分不均

匀，其中部分颗粒粘性不足或过干，即使当时压片成

型，但在包衣过程中，药片经过加热翻转仍会出现脱

粒掉屑现象，包衣后表面出现麻面不光滑。



7.造成中药片剂色斑的原因；

物料方面：

一般大多出现在包衣环节，颗粒过硬，干湿颗粒混合

不均匀，经过包衣喷浆后引起了水分迁移。



 第三部分
解决的措施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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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观察角度和理解进行的描述，
如果不到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设备方面：

由于近年来制药设备的飞速发展，在中药生产方面大

家所用设备基本相同，因此原理也是一样。其中受设

备的影响因素可能也是一样的，如果出现裂片，我们

首先想到的是压片机压力太大，超过了颗粒自身粘合

剂所承载的膨胀系数，那么不妨降低压力。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设备方面：

另外，压片机速度过快也同是造成裂片的主要原因，

由于大多企业实行的是计件工资，这关系到员工的个

人收入问题，效率就显得特别重要，个别员工会在追

求产量上下功夫，把压片机速度提高，超出了稳定的

转速范围，因此建议，通过验证可以把每台压片机合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理范围规定出来并贴在压片机上，以提醒操作者注意。

模具方面：

以我们产品为例，由于其干膏粉中含有大量粗纤维成

分对模具的磨损较快，模具在使用一段事件后会出现

上冲与中模间隙变大，为减少模具磨损造成的裂片，

我们一般会规定生产多少批次后进行模具的更换。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物料方面：

以我们产品为例，干膏粉在流化床制粒时，除要控制

加浆时速度外，颗粒在干燥过程中还要时常检测颗粒

的水分范围，一般控制在5-7%之间较为合适，颗粒低

于5%后基本都会裂片，因大家产品不同，具体水分控

制以产品情况而定。因为水分的流失会造成颗粒压片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物料方面：

片过程中不易结合。

建议应对措施：在制粒环节增加水分控制，将颗粒水

分控制一定的合理区间。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物料方面：

颗粒细分较多，由于颗粒中细分占比较多，造成片子

成型后质地疏松形成裂片。

应对措施：在制粒环节控制喷浆速度和时间，通过粒

径分布规定制粒时大小颗粒的占比，缩小批间差异。

一般建议细粉量不得超过10%，具体要以品种情况而

定。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物料方面：

粘合剂用量不足，制粒后颗粒缺乏粘性，造成运输过

程细粉较多，最终造成裂片。

中药片剂制粒时大多需要使用粘合剂，我企业产品目

前使用的是糖浆作为粘合剂，糖浆浓度接近60%，在

扣除药材自身因素外，糖浆的用量也非常明显，提高



  解决裂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1

物料方面：

或降低糖浆用量，颗粒粘性明显不同。因此，建议大

家做一个合理的区间。



  解决松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2

设备方面：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的较少，大多是压片机加压不足造

成，片剂刚刚成型还未来得及稳定，硬度没有进一步

固化就被转出。

应对措施：适当提高压片机压力，同时根据硬度检测

结果进一步调整，也可根据验证情况规定压力范围。



  解决松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2

设备方面：

压片机转速过快，颗粒受压后保压时间较短，造成松

片。

这种情况与人员操作有直接关系，可能是一味的赶时

间。应对措施：结合设备验证情况规定适当的速度和

压力范围，黏贴在机器上做提醒，最好在设备上设置

限速。



  解决松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2

设备方面：

压片机预压轮没有起作用，没有预压排气造成松片。

应对措施：压片机预压轮适当增加压力，让其发挥预

压排气作用，千万不要当做随动轮不起作用。

个别上冲出现长短误差，造成部分松片。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模具把关不严上，模具安装前一

定要再三确认和核对，如果不行选择整套更换模具。



  解决松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2

物料方面：

物料粉碎细度不够，颗粒中含有富有弹性的粗纤维造

成松片。

应对措施：最好是选择在提前前处理环节处理好物料

细度，如果前端不好控制，可选择物料进行二次粉碎

过筛处理，以达到要求的细度。



  解决松片问题的应对措施02

物料方面：

颗粒粘合剂用量不足或颗粒过干造成松片。

应对措施：这种情况需要在制粒环节进行工艺验证，

根据验证结果制定出合理的粘合剂用量范围。

颗粒粒径分布不均匀流动性差，造成松片。

应对措施：进行制粒环节工艺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制

定出合理的粒径范围，并写进中控检测项目中。



  解决粘冲问题的应对措施03

模具方面：

新加工的冲模清洗不干净，含有油污已造成物料黏附

上冲，造成粘冲。

上冲模内表面不够光洁，有刻痕，已造成粘冲。

应对措施：新冲模在使用前一定要先去油，再消毒；



  解决粘冲问题的应对措施03

模具方面：

我们的经验是先用一次性无尘布或无尘纸反复擦拭冲

模表面附着的油污，再用75%乙醇消毒，效果很好；

如果直接用乙醇溶液清洗去油效果不佳且浪费时间。

另外，不建议新冲在片型设计前最好不要带刻痕和文

字图案，这样极易造成粘冲，特别是中药片剂。



  解决粘冲问题的应对措施03

物料方面：

颗粒过湿(含水量较大)，物料易黏附上冲。

物料粘冲在中药片剂生产中十分常见，这跟中药固有

特性有关，最好办法是，在工艺验证时找出合适的水

分控制范围，通过中控取样检测水分控制颗粒的含水

量。在使用快速水分测定仪上也会有少量误差存在，

这些基本可以接受。



  解决粘冲问题的应对措施03

物料方面：

润滑剂用量不足，造成物料流动不畅或产生静电导致

粘冲。

物料本身引湿性太强，造成粘冲。

应对措施：可以适当增加润滑剂的用量，如硬脂酸、

硬脂酸镁等、如果颗粒中含有挥发油之类最好添加适

量的二氧化硅吸附油类防止粘冲。



  解决粘冲问题的应对措施03

环境方面：

房间湿度太大，或温度过高造成物料粘冲。

应对措施：压片机在高速运行时房间温度湿度自然也

会升高，最好办法是按照低温低湿条件控制好房间温

湿度，这样可以避免因环境升温造成的粘冲。



  解决片重超差问题的应对措施04

模具方面：

个别中模膜孔间隙变大，造成个别片重超重。

个别下冲长短不一致或下落时形成不到位，造成个别

片重超重或超轻。

应对措施：由于中药片剂大多含有粗纤维对模具磨损

快，正在使用中的模具最好规定可以生产多少批后更

换模具，新模具在安装前需要在再三核查上、下冲



  解决片重超差问题的应对措施04

模具方面：

长度，下冲有阻尼的需要检查下落位置是否高低一致，

否则极易造成片重超差，超轻或超重。尤其是中药片

剂。

设备方面：

强制加料器中个别齿轮碰撞变形强制加料时多时少，

造成个别片重超重或超轻。



  解决片重超差问题的应对措施04

设备方面：

压片机模具配件是精密配件，需要精心爱护，拆卸时

需要轻拿轻放避免碰撞变形，拆卸配件最好放置在专

用模具车上，如果发现已碰撞变形，不要再盲目使用

造成不必要的产品质量问题。很大一部分产品超限就

是跟设备配件拆卸保管不当引起。

应对措施：交有责任心的人实行专人管理。



  解决片重超差问题的应对措施04

设备方面：

强制加料器与转台安装不平衡，造成填料不均片重超

重或超轻。

压片机部件结构有松动，造成片重超重或超轻。

应对措施：加强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不仅仅是设备

操作技能，还有安装技能同等重要，最好是设备定人

定岗操作可以提高设备的生命周期。



  解决片重超差问题的应对措施04

物料方面：

颗粒流动性差，造成物料流动不畅，时多时少。

颗粒分层，粒径差异大分布不均。

应对措施：建立粒径分布检测标准，加强对制粒环节

的粒径检测，每班取样检测，减少批间差异。



  解决崩解迟缓问题的应对措施05

物料方面：

颗粒硬度较小，崩解迟缓。

颗粒中粘合剂或润滑剂较多。

应对措施：根据工艺验证结果，建立粒径分布和堆密

度检测标准，加强物料检测对制粒环节的粒径检测，

每班取样检测，减少批间差异。误区1颗粒硬度较小，

崩解快；误区2颗粒中粘合剂或润滑剂越多越好。



  解决崩解迟缓问题的应对措施05

物料方面：

颗粒的储存时间长延缓片剂的崩解时间。

应对措施：规定中间产品的储存周期，最好是当天颗

粒当天压片，避免吸潮。另外总混后颗粒选择密闭性

好的不锈钢料斗加盖存放。



  解决崩解迟缓问题的应对措施05

设备方面：

压片机压力过大，引起崩解迟缓。

应对措施：结合工艺验证结果规定设备速度范围和压

力范围，黏贴在设备操作屏上，提醒操作人员注意，

避免人为造成质量问题。



  解决脱粒问题的应对措施06

物料方面：

药片表面出现麻面(脱屑掉粒)情况。

某个企业发生过在素片包衣环节出现表面脱粒现象，

前期压的素片表面还是光滑的，等包衣之后就会出现

出现麻面(脱屑掉粒)情况，发生问题的原因是总混中

干湿颗粒不均匀，干颗粒粘性较差，虽然在压片环节



  解决脱粒问题的应对措施06

物料方面：

能够压制成型，但经过包衣锅加热膨胀之后干颗粒开

始部分脱粒。

应对措施：在制粒环节控制好每一锅颗粒的水分，在

总混环节混合时间适当延长。



  解决花斑问题的应对措施07

物料方面：

出现花斑问题一般大多出现在包衣环节，颗粒过硬，

干湿颗粒混合不均匀，经过包衣喷浆后引起的水分迁

移。

应对措施：在制粒环节控制好每一锅颗粒的水分，在

总混环节混合时间适当延长；另外适当增加片床温度，

让药片先预热干燥一段时间，然后快速喷浆包衣。



以上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如有帮助十分

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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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
2020.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