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造2025

乳品粉体的智能、绿色、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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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发展战略
围绕行业发展需求，持
续投入研发，推动行业
发展

2000
由航天科研精英创办，集设
计、制造、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

60+
获得60+项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一系列低运行
成本的高价值产品

行业标准
公司编写的行业标准
JB/T 20049-2014《药用真空上料机》
JB/T 20165-2014《药用齿式粉碎机》
JB/T20191—2018《药用称量配料装置》
JB/T 20192—2018《药用螺旋输送机》
JB/T 20196—2019《药用气流混合机》

应用领域
覆盖了制药、生物、食品
、保健品、化工、冶金等
行业

1000+
为上千家客户提供解决方
案和服务，客户分布于世
界各地

创新能力
专家云集，核心人员来自
航天科研单位，拥有国际
水准的科研能力

NO.1
国内首家固体制剂体验中心；
国内第一家粉体输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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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3 2016

无尘化、深度环保
2005年提出“无尘化作业” 和“深

度环保”理念，并致力于实践

低运行成本作业系统
2010年提出“低运行成本作业系

统”理念，系统性向客户提供价值

5H理论
2013年提出“5H生产系

统工程评价理论”，系统

性研发固体制剂技术

中国制造2025
实现5H理论和中国制造

2025智能绿色制造工程

的深化融合

成长理念

2000

创新、绿色、智能
助推行业发展，国家进步

2020



4Ver:18.01

科研成果

2005年国内首创单管多点供料系统问世

2003年承接《真空上料机》中国制药行业标准编写工作

2002国内首创-GVC系列第三代真空上料机和真空输送系统问世

2001年“钛金属复合过滤”研制成功

2000年公司开始粉体自动化无尘化研究

2000年—2005年

2010年全自动计量配料系统、无尘粉碎系统、上料机自动检测系统

研制成功

2007年中药粉碎、混合、分装无尘生产作业系统研制成功

2006年国际第一条抗菌素-阿莫西林密闭输送系统研制成功

2006年-2010年

2015年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实施完成

2013年推出“全密闭自动化颗粒剂联线生产系统”

2012年气流混合技术和管道预混技术问世

2011年流体、粉体计量用柔性调节喂料阀研制成功

2011年-2015年

2019年 自动拆包投料器、正压混合技术研制成功

2018年 自清洁星型阀、正压远程输送系统、全自动、蜜输送及无烟

化蜡系统研制成功

2017年卧式干燥冷却混合一体机研制成功

2016年搅拌式气流混合机正式问世

2016年-2019年

2020年 中国首台全自动、CIP、微沸腾、连续生产的药

用卧式沸腾干燥床诞生

2020年



5Ver:18.01

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
坚持遵纪守法经营，坚持为客户提供高价
值服务，坚持尊重员工的价值创造，实现
社会、企业、个人价值的和谐统一。

核心文化
团结、信任、尊重
担当、创新、求是
专业、专心、专注

企业价值观
创造价值、分享价值、公正公平

企业愿景
成为世界领先的

专业领域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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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化管理与咨询
生产工艺优化与确认，项目可行性分析与策划，设备操作、维护与管理

工艺验证
中药前处理工艺体验、自动化无尘粉碎、混合、分装密闭联线生产体验、全密闭颗粒剂联线

生产系统体验、自动密闭配料系统及配料MES系统体验等多系统体验

服务内容

需求

分析

长期

保障

生产系统设计与实施

工艺
验证

现场

调试
系统
设计

项目

策划
现场

安装

生产

制造

培训

考试

质量

验证

FAT

发货

运输

试产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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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方向

固体制剂装备事业部

☆ 服务于GMP需求的制药、保

健品等行业；

☆ 为客户提供粉剂、颗粒剂、

片剂、胶囊剂等连续制造的

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

☆ 帮助客户提升产能、效率和

竞争力。

粉体工程事业部

☆ 服务于原料药、化工、冶金

、食品等行业；

☆ 提供解包投料、湿料/干料输

送、自动配料、混合、存储

、计量分装等整体解决方案

和服务；

☆ 帮助客户提升产能、效率和

竞争力。

中药前处理事业部

☆ 服务于中药原材料行业；

☆ 提供中药饮片输送、粉碎、

混合、分装；药用蜂蜜的炼

蜜、输蜜、计量，以及化蜡

、输蜡、回蜡系统的整体解

决方案和服务

☆ 帮助客户提升产能、效率和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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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
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中提出要“提高乳
品企业竞争力”，“依法淘汰技术、能耗
、环保、质量、安全等不达标的产能”，
“202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本次分享的主题基于提高乳品企业竞争
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和效益
，介绍符合GMP要求、能够保证产品品质
、符合环保要求的生产设备，实现无尘、
自动、连续的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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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目标-2025智能绿色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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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与解决方案

现

状

政策
疫情

面积大、能耗大、用人多、自动化低、成本高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现代化生产

市场变化快，外部需求大

高
要
求

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产品品质提高生产效率

5H理论实践，解决行业痛点解决
方案

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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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理论实践价值

作业人均产出高

厂房体积产出高

能源消耗产出高

原料利用收率高

①

②

③
④
⑤ 产品质量品质高

高度自动化、密闭衔接、连续制造，减少人员

系统设备布局紧凑灵活，占地面积小，无需中转站

高能效技术、能量回收技术、能量监测设计

高收率（>99.5%），低残留，降低污染物产生

过程零污染、结果均一稳定、高成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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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绿色、自动化技术应用

解包

投料

真空

输送

物料

粉碎

计量

分装
绿 色

生 产

无尘投料器

袋装物料的自
动清洁、解包

真空上料机

在线清洗上料机

20-100kg/袋

300-1000kg/袋

万能无尘粉碎

吨袋解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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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解包投料设备存在的问题

过滤器材质：影响通过率、寿命、再生率、卫生性

风速：投料口风速、过滤器表面风速、投料仓内上
升风速

除尘效果差



14Ver:18.01

无尘投料器
控制器投料仓体

过滤器

投料口

下吸料吸头

振动电机

Ø 应用工艺：小袋物料的无尘投料、筛分及与后工

序对接

Ø 产品优势：

ü 不锈钢烧结过滤器，配置智能反吹，除尘效果好

，设备清洁周期长，过滤器寿命长

ü 模块化设计，筛分模块、除尘模块与仓体快装式

安装，清洁、维护方便快捷

ü PLC自动控制，稳定可靠

ü 自动闭锁，隔绝洁净区与普通区

ü 过滤器精度5微米，排风符合环保要求

ü 与后工序密闭对接，实现自动化生产

筛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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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尘投料器关键技术

不锈钢烧结过滤器，过滤面
积匹配风机风量，过滤器表
面风速适应过滤器通透性

配置智能分组反吹

投料口面积合理，符合
除尘风速

仓体面积足够，降低粉尘
上升速率，过滤器粘附少



16Ver:18.01

无尘投料器实际应用

超声波发生器 自动投料 投料+旋振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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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袋解包站

固定支架

吊架

吨袋

辅助落料装置

下吸料斗

吸料管道

Ø 应用工艺：吨袋的无尘解包及与后工序对接

Ø 操作说明

ü 吨袋4个吊带挂在吊架上

ü 吊车提升吊架至固定支架

ü 吨袋下出料口固定在夹袋装置

ü 打开出料口绑带，启动设备即可完成解包操作

Ø 产品优势：

ü 纯气动控制，节约能源

ü 一键式操作，结构简单、便于应用

ü 密闭式开袋，杜绝粉尘飞扬，改善工作环境，降

低生产成本

ü 吨袋内残留物料少，提高物料利用率

ü 与后工序密闭对接，实现自动化生产

夹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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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袋解包站实际应用

武汉伊利乳粉
吨袋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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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物料的自动清洁、解包组合应用

物料托盘拆垛机器人自动解包系统 风淋系统爬坡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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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物料的自动清洁、解包组合应用
拆垛机器人

Ø 产品介绍：

1. 系统启动，无故障报警，待命

2. 系统接收上位机发来软袋物料品规、来料垛物料总数量及需拆数

量。

3. 系统收到实托盘到位信号，机器人用3D视觉识别软袋物料并定

位，按上位机PLC给到的要求及拆垛数量完成物料纸箱抓取及再

码垛任务并给上位机PLC反馈完成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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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物料的自动清洁、解包组合应用
Ø 产品介绍：

ü 代替缓冲间功能，进出口气动封闭门互锁，防止未净化空气进入

洁净区

ü 数显风淋时间：10-99s可调，并显示已风淋时间

ü 风速25m/s-32m/s,确保达到除尘理想效果

ü 配置32支紫外线杀菌灯

ü 输送速度1m/s-6m/s

风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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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物料的自动清洁、解包组合应用
Ø 产品介绍：

ü 底部一刀开袋，无碎屑产生

ü 组合筛分机，功能齐全

ü 拟人化抖袋，袋内残留＜50g

ü 结构简单，清洁方便

自动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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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物料的自动清洁、解包组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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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真空输送设备存在的问题

过滤器材质

输送管道风速

输送产能衰减
清洁周期短

过滤器使用寿命短

过滤器表面风速

落料阀门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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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Q系列真空上料机
射流真空泵

过滤仓

进料仓

下料仓

落料装置

Ø 应用工艺：粉体物料的密闭负压输送

Ø 产品优势：

ü 5微米钛金属覆膜过滤器，无脱落、防止静电，

清洁周期及使用寿命较长

ü 模块化设计，积木式安装，各个仓体模块均为快

装式连接，安装、维护快捷方便

ü 单片机控制，上料、反吹、落料时间均可调节

ü 控制器出厂前经过120h连续测试，质量无问题

方可出厂

ü 栓塞输送及旋风软着陆技术，保障混合粉体分层

程度符合生产要求

ü 独有的落料门结构，落料时无死角、无阀板挤压

物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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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Q系列真空上料机关键技术

特制密
封胶碗

钛金属覆膜
过滤器

开模特制过
滤器密封圈

专利技术翻
转落料门

过滤器表面
风速

物料旋风软
着陆 管道输送风

速

输送相密度
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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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清洗真空上料机
真空开关Ø 应用工艺：粉体物料的密闭负压输送

Ø 产品优势：

ü 整体焊接式不锈钢烧结过滤器并配置超声波清洗

装置，可实现在线清洗

ü 上料机壳体采用特制法兰结构安装，满足清洗要

求

反吹

清洗吹扫

出料阀门

超声波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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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机实际应用

为混合机进料 为反应釜进料为包装机进料

扎兰屯伊利

为筛分机机进料

陕西优利士

大庆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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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输送现场应用

真空上料 40m³储罐 真空上料 40m³储罐

专用防架桥辅
助出料装置

特殊气体管
道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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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粉碎设备存在的问题

过滤器材质，无足够输送风速

主轴转速过高，无相应密封结构及材料

粉尘大、收率低、温升高
噪音大、振动大

物料存在黑点、异物
产能降低

无动平衡检测

粉碎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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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无尘粉碎系统
无尘集料仓投料仓体

控制器

投料口

粉碎机

Ø 应用工艺：颗粒物料的无尘粉碎

Ø 产品优势：

ü 一体化设计，解决厂房空间

ü 独特的风冷设计及水冷相结合，粉碎热量大部分

随负压风机排出，温升不超过25℃，可连续大批

量生产

ü 不锈钢烧结过滤器，精度5微米，排风符合环保

要求

ü 粉碎电流、温度即时显示及监控

ü PLC自动控制，稳定可靠

进料调节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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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无尘粉碎系统关键技术
六棱刀柱机芯 风冷机芯 涡轮机芯

ü 特殊材质合金钢制作，并经热处理，刀体长度及间隙经过优化设计

ü 5微米不锈钢烧结过滤器，配置分组反吹

ü 主轴气密封结构，密封材料耐磨、耐高温并具有食品级证明

ü专业动平衡检测，动平衡等级达到G6.3，刀柱重量差异在2g以内，振动小，噪音低

不锈钢烧结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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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无尘粉碎系统现场应用

VC防爆粉碎系统特殊物料氨基比
林防爆粉碎系统

特殊物料二甲双
胍粉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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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计量分装设备存在的问题

计量装置结构限制计量结构粘附多、清洁困难
计量粉尘较大

受物料流动性影响较大，物
料架桥影响计量

驱动设备为电机、减速机
体积大、维护不便 无有效除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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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kg/袋计量分装机

控制器
真空上料机

缓存仓

计量夹管阀

计量秤

Ø 应用工艺：粉体物料的袋装计量

Ø 产品优势：

ü 实现物料输送、计量分装的无尘密闭化生产

ü 可配置自动复检、热合、输送、金检剔除等

ü 计量精度10g-50g（根据分装重量选择）

ü 专利技术夹管体积包计量，计量准确，不多添加

物料，拆卸清洗方便

除尘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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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kg/袋计量分装机关键技术

计量夹管阀：与物料接触部分
仅一根硅胶管，粘附少、拆卸

清洗方便
垂直落料，无旋转部件对物料

的挤压现象
最小体积包计量方式，适用多

品种、性质不同物料生产

除尘组件：非接触式气流密封，
合理调节除尘口风速范围，在吸
收扬尘基础上，不多吸取物料

计量硅胶管

锥形硅胶筒 缓存仓

缓存仓：特制快装锥形硅胶筒配
合蠕动动作，防止物料架桥

全快装式缓存仓，拆卸清洗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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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kg/袋计量分装机现场应用

防爆用计量分装机

PE袋包装 PE包装+封口+封箱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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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kg/袋计量分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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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kg/袋计量分装机联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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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000kg/袋吨袋计量分装

控制器

进料口

缓存仓

计量夹管阀

计量、复检秤

Ø 应用工艺：粉体物料的袋装计量

Ø 产品优势：

ü 计量精度≤500g

ü 专利技术夹管体积包计量，计量准确，不多添加

物料，拆卸清洗方便

ü 特殊设计的吨袋夹紧装置，自动夹紧密封，配合

气流密封除尘组件，保证计量过程中无粉尘外溢

ü 计量秤、复检秤组合设计，计量、复检同时进行

ü 可与输送装置、热合装置、保鲜膜缠绕机组合设

计

除尘组件

夹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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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000kg/袋吨袋计量分装关键技术

计量夹管阀

除尘组件

夹袋装置：采用开模制作的硅橡胶气囊
涨紧内袋，外侧机械夹紧，内外结合，
密封效果好且适用吨袋尺寸规格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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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000kg/袋吨袋计量分装现场应用

药品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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