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方案
固体制剂系统解决方案概述
您想降低固体制剂系统装配时间及成本吗？

模块化、灵活的S88系统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在多模块系统中采用可重
复利用的控制模块，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批处
理解决方案，基于 S88 方法，为成品药剂生
产提供了灵活的模块化系统，该方案以较小
的风险加快系统的实施。

降低成本
您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节省时间及
节省设计、实施和验证成本的同时，又要在
不同系统单元上安装自动化软件。罗克韦尔
自动化针对固体制剂生产的批处理解决方
案，能够帮您从容面对这些挑战。软件解决
方案基于 S88 批处理标准，它创建的模块化
控制代码可以应用在系统的多个单元中。因
此，如果一个气流调节单元被用在流化干燥
床或包衣机上，那么该同种模块可以用在这

模块化的S88批处理GAMP系统

两个相互单元上。根据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在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系统解决方案遵循GAMP文件管

系统中的数量，可以降低 30% 以上的系统投

理的要求，有效降低系统认证试时间及费用。

入成本。同样，罗克韦尔自动化在每一个单
元中都采用相同的软件架构，维护人员对代

控制模块是S88结构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这些模

码标准很熟悉，这有利于他们把一个系统中

块可以应用在一个生产过程的不同系统中。一旦这

的代码移植到另一个系统中，因此系统维护

些模块完全通过测试及验证，就不需要在其他单元

将变得更容易，系统维护成本在整个工艺过

上进行重复测试。因此，您仅仅在最初测试阶段花

程中得以有效控制。例如：一个单元要求修

费验证模块的费用，这也大大降低了随后其他单元

改，那么同样的改变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系

的验证费用。

统中的其它单元。

灵活制造
S88 批处理标准的使用允许多产品生产时，
对同一台设备的进行快速配方修改操作。

这也同样适用于设备模块。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多
种多样的设备模块，这些设备模块可以在一个固体
制剂系统中重复利用。可重复利用模块降低了设

S88 系统也允许同种产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
进行生产。即使设备从一个厂地换到另一个

计、实施、测试的时间和费用。所有的模块遵从

生产场所，仍可以相同的品质生产同一种配

运行确信 (OQ) 以及性能确认 (PQ) 整个过程进行跟

方，因此为优化生产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踪。

GAMP文件指导方针。这些文件对安装确认(IQ)、

固体制剂生产系统
产品详情
固体制剂生产系统控制

• 原材料添加；
• 搅拌；
• 容器传送；
• 容器夹层加热/冷却。

特点和好处

在固体制剂的生产过程中，您必须控制多种系统。罗克韦
尔自动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 称重及分配
• IBC混合
• 溶剂准备
• 螺条混合机
• 制粒机
• 沸腾干燥机
• 沸腾包衣
• 水泡眼机
• 药片压缩
• 包衣机
• 原位清洁/原位灭菌
• 药用水存储及分配
您需要各种各样的控制模块确保正确操作。罗克韦尔自动
化的固体制剂系统软件包由大量的可重复利用的控制模块
组成。
• 模拟量输入；
• 模拟量输出；
• 离散量输入；
• 离散量输出；
• 双态阀门；
• 电动机；
• 变频器；
• PID；
• 累加器。
最后，您需要多种设备模块去控制不同的加工过程，设备
模块支持从单元到单元间的通用功能。整个装置都可以采
用可重复利用模块，这主要依赖于功能需求及装置本身。
以下是固体制剂系统中常用设备模块的例子：
• 空气调节；
• 手工添加；

罗克韦尔自动化所提供的控制模块及设备模块，可采用多
编程语言的开发环境，包括梯形图、功能模块、顺序功能
图(SFC)以及结构文本语言，使用方便。
系统选项可以有效地满足工艺和设计要求，包括：
• RSViewSE, RSViewME, RSBizWareBatch；
• ControlLogix，CompactLogix以及FlexLogix控制器；
• Flex I/O，具有脉冲、离散和高分辩率模拟量I/O；
• DeviceNet, ControlNet, EtherNet/IP, 和 Foundation
Fieldbus 网络。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集成构架能够把多个单元集成到一个固
体制剂自动化系统中。
内置的配方功能使您可以指定、响应并跟踪批处理偏差。
集成的数据库存储生产的过程、报警、批处理和跟踪数据
整个完整文档。模块化S88的批处理功能允许方便地创建和
修改配方。
只需要一个的HMI设计环境，就能实现全厂内从设备级到监
控站的监控，使故障检修及数据跟踪变得更容易。
一个在真正的分布式客户机/服务器结构体系，可以增强系
统的可用性、灵活性、互操作性及可量测性。
全球标签数据库通过FactoryTalk Live Data在全球提供相容
的、可升级的集成解决方案。
可重复利用模块大大减少了验证和测试，增强了固体制剂
系统应用软件批处理生产的灵活性。
通过强制车间行为（根据21 CFR Part 11），监控整个企业
规程遵从情况。
利用RSMACC改进管理，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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