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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试点示范

名称 
危险化学品危险工艺生产自动化控制 

项 

目 

牵 

头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盖章）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110027 

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六东路 29号 

负责人 姓名 魏海军 职务/职称 董事长/高工 

联系人 姓名 高松 职务/职称 经理/高工 

项目执行时间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6月 总经费 2500万元 

申报级别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试点示范  □省级试点示范 

所属领域 □煤矿  □金属非金属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创新类型 □√自主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  □国外进口 

参 

与 

单 

位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装备制造安装公司 

东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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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示范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所属行业领域、主要经营范围、产量、营业额等。）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属于化学制药行业领域，主

要经营范围是化学制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危险化学品（许可范围内）、医药销

售、医药装备制造等，年产各类化学药品万吨以上，年营业额超过 80 亿元。 

主要生产维生素 C 系列、磷霉素系列、氯霉素、黄连素、卡前列甲酯、左卡尼

汀系列、金刚烷胺、硫糖铝、吡拉西坦等药品原料，以及制剂、制药机械等产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涉及生产丙炔醇、2-吡咯酮、1，4-丁炔二醇、氢气、丙酮、盐酸

等危险化学品。 

2.试点示范环节基本情况。 

（机械化自动化改造的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情况。） 

（1）磷霉素氢化岗位现为集装瓶人工操作，拟采用自动输送氢气方式，实现

自动化控制，降低危险，保护员工安全。 

（2）液氨储罐采用自动化控制和远程操作，配备应急处置设施、远距离切断

阀、浓度报警、水喷淋系统等。 

（3）脑复康生产线中甲苯回收岗位现为分层罐手工分层操作，拟采用静态混

和器自动化操作，减少甲苯泄漏，减少人员暴露在危险环境的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4）脑复康生产线。 

脑复康生产线干燥岗位现手工装袋、料车运输、人工搬运，拟采用真空密闭输

送系统，减少人员接触物料，提高工作效率。 

脑复康生产线成品包装岗位现为人工分装、称量、支箱、包装，拟采用自动包

装线，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磷霉素生产线环氧岗位现采用三足离心机，拟采用加压转鼓压滤器，减少危险

化学品泄漏，降低操作危险性，保护员工安全，提高工作效率。 

磷霉素生产线合成回收岗位现采用外循环蒸发器，拟采用自有专利技术的转鼓

蒸发器，减少危险化学品泄漏，降低危险性，提高生产效率。 

左卡尼汀生产线氰化岗位离心设备现采用上出料离心机；采用自动下出料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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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劳动强度大大降低，降低危险性和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左卡尼汀生产线成品脱水岗位现采用三足离心机采用卧式刮刀离心机，实现全

自动和全封闭生产，消除人工起料，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危险物料，保证质量，减少

危险化学品泄漏，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5）连续化生产线替代间隙生产，减少操作者。 

磷霉素生产线钠盐岗位采用“三合一”系统连续化生产，代替洗涤、过滤、干

燥三步间歇操作，并实现自动化操作，完全封闭，减少危险化学品泄漏，保证产品

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脑复康生产线酯化成盐岗位现为人工搬运、台称检斤、升降机运输，拟采用管

道输物料，应用自动称量装置，减少危险化学品泄漏，降低劳动强度，避免员工直

接接触危险化学品，提高工作效率。 

左卡尼汀生产线离子交换岗位现为固定床树脂交换和外循环蒸发设备，，拟采

用连续离子交换系统和三效蒸发器实现连续化、自动化操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危险性，降低劳动强度。 

3.示范条件落实情况。 

（机构、人员、资金、现场条件等情况。） 

我公司组建改造指挥部，由总裁亲自担任总指挥，成立由专业部门、涉及改造

的各车间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攻关组。对原料药生产系统改造过程中，积

极开展技术提升和安全改造，投入大量改造资金，在方案规划、设计阶段，就提出

安全生产技术不落后的原则，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控制

水平，特别是在两重点一重大等重点部位，强化自动化控制，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

在建设过程中，全面推进先进技术、先进装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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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与考核指标 

1.示范效果。 

（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改造，在换人减人、提质增效等方面提高的

量化目标。减少具体岗位人数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百分比〉等。） 

计划通过采用自动化和机械化改造，提高各个产品的产能 30%以上，同时操作

人员减少 10%。减少操作人员数量预计为 200 人左右，相对减少 30%。 

2.形成企业标准、规范的数量。 

预计在企业中形成可固化的企业标准分别是氢气自动输送、液氨储罐自动化控

制与应急联锁系统、甲苯回收静态混合器、脑复康成品真空密闭输送系统、脑复康

自动包装线、加压转鼓压滤器、转鼓蒸发器、下出料离心机、左卡尼汀成品卧式刮

刀离心机、磷霉素钠“三合一”、脑复康管道输送物料自动称量、连续交换系统、

三效蒸发器等标准规范。 

3.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 

形成可推广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达到 10 个左右，主要包括

液氨储存自动化控制系统、全自动化包装线、三合一技术等、自动称量、自动包装

系统等。 

 

三、主要任务 

1.建设方案。 

（用于示范的现场已有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与建设目标存在的差

距等；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先进性。） 

（1）磷霉素氢化岗位现采用集装瓶供氢，员工扳阀门操作，无自动化控制，

而建设目标采用自动输送氢气方式，应用远程自动化控制。 

（2）脑复康生产线干燥岗位现采用料袋、料车盛装物料、人工搬运，建设方

案采用真空密闭输送系统。 

（3）磷霉素生产线钠盐岗位采用在不同的设备内进行过滤、洗涤、干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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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连续生产，建设方案采用“三合一”系统连续化生产。 

（4）脑复康生产线酯化成盐岗位原料现采用人工分料台秤检斤、装桶搬运、

吊车输送，建设方案采用管道输物料，应用自动称量装置。 

（5）脑复康生产线中甲苯回收岗位现分层罐人工进行分层操作，无自动化控

制措施；建设方案采用静态混和器自动化操作，远程监控。 

（6）左卡尼汀生产线成品脱水岗位采用三足离心机，需要人工进行起料，建

设方案采用卧式刮刀离心机，实现全自动操作。 

（7）液氨储罐目前采用人工操作阀门，安装了压力与远程切断阀联锁，无法

实现浓度报警与自动切断联锁。建设方案是全面实现自动化控制和远程控制，实现

浓度报警与远程切断阀联锁，并与水喷淋联锁，压力、温度全面监控。 

（8）脑复康生产线成品包装岗位采用人工分装、称量、支箱、包装，建设方

案采用自动包装线。 

（9）磷霉素生产线环氧岗位采用加压转鼓压滤器。 

（10）磷霉素生产线合成回收岗位现采用外循环蒸发装置，需要人工观察系统

运行情况，人工操作、间歇操作，建设方案采用转鼓蒸发器，自动连续进料、连续

操作。 

（11）左卡尼汀生产线氞化岗位现采用上出料离心机，危险物料可能暴露，危

害员工，建设方案采用下出料自动离心机，不需人工进行起料。 

（12）左卡尼汀生产线离子交换岗位现采用９个离子交换柱，间歇操作，建设

方案采用连续离子交换系统；一次浓缩岗位现采用强制外循环浓缩装置，建设方案

采用三效蒸发器，实现自动化操作。 

2.机械化自动化改造主要工作内容。  

（1）磷霉素氢化岗位采用自动输送氢气方式，将 10台１立方反应罐，改为６

套３立方的反应罐，并配套自动加氢系统。 

（2）脑复康生产线干燥岗位采用１套真空密闭输送系统，取消原来的袋料装

袋、小车运输、人工搬运。 

（3）磷霉素生产线钠盐岗位采用游离罐：1吨×5个，成盐罐：10吨×5个，

三合一：2600L×5 个，取代以前的游离罐：0.5 吨×4 个，成盐罐：5 吨×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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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离心机：1200×4个。 

（4）脑复康生产线酯化成盐岗位采用管道输物料，应用３套自动称量装置，

取代 3种原料人工分料台秤检斤、装桶搬运、吊车输送。 

（5）脑复康生产线中甲苯回收岗位采用３套静态混和器自动化操作，代替原

来的３套分层罐。 

（6）左卡尼汀生产线成品脱水岗位采用卧式刮刀离心机。 

（7）液氨储罐实现自动化控制。安装浓度报警器与消防喷淋联动，温度报警

与储罐降温联动。在生产车间的管路上设置气动切断阀。液氨供应站共设置 11 个

氨气泄漏报警探头，分布在储罐区、卸车区、液氨输送泵房等区域，采用总线制方

式。 

（8）脑复康生产线成品包装岗位采用一套自动包装线，取代人工分装、称量、

支箱、包装。 

（9）磷霉素生产线环氧岗位采用加压转鼓压滤器。生产能力由 6.6 吨/天，提

高到 9吨/天，由 45 减少到 34人，相对降低率 33.3%。 

（10）磷霉素生产线合成回收岗位采用３台转鼓蒸发器，6套 20立方反应罐，

代替原来结晶罐：3 吨×4个、5吨×6个；三足式脱水机 8个，板框压榨机 2台。 

（11）左卡尼汀生产线氞化岗位现采用下出料自动离心机。 

（12）左卡尼汀生产线离子交换岗位现采用９个离子交换柱，间歇操作，建设

方案采用连续离子交换系统；一次浓缩岗位现采用强制外循环浓缩装置，采用三效

蒸发器，实现自动化操作。 

 

四、进度计划安排 

（按照 2016年 8月完成验收的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工作进度。） 

其中上述部分改造工程已完成并投入使用，下述改造工程需要继续推进。 

（1）安装使用磷霉素环氧加压转鼓压滤器、左卡尼汀氰化岗位下出料离心机、

左卡尼汀连续交换系统和三效蒸发系统。 

完成时间：2016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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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磷霉素回收系统转鼓蒸发器。 

完成时间：2016 年 5月。 

 

五、保障措施 

（从机构、人员、资金、现场、制度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1）组建改造指挥部，由总裁亲自担任总指挥，成立由专业部门、涉及改造

的各车间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攻关组。 

（2）在对原料药生产系统改造工程过程中，积极开展技术提升和安全改造，

投入大量改造资金，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控制水平，特

别是在二重点一重大等重点部位，强化自动化控制，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在建设

过程中，全面推进先进技术、先进装备的应用。 

（3）我公司针对生产系统改造工程进行了增发，有力地保证了资金。 

（4）现场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和监督，重点工

程实现监理制。 

（5）企业连续出台了保障生产系统改造工程的多项管理制度，完善了工程安

全管理和质量管理。 

 

六、建设前后对比分析 

1. 示范前景分析。 

（示范作用与意义、成本效益分析；示范试点建设前后用工和生产

效率方面的对比分析。） 

通过开展改造过程中积极应用自动化减人、机械化换人的技术，全面提升企业

的安全管控水平，降低现场风险，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质量。 

（1）磷霉素氢化岗位采用自动输送氢气方式。相对减少人员 22人。 

（2）脑复康生产线干燥岗位采用真空密闭输送系统，相对减少人 10人。 

（3）磷霉素生产线钠盐岗位采用“三合一”系统连续化生产，相对减人 56人 

（4）脑复康生产线酯化成盐岗位采用管道输物料，应用自动称量装置，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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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人 15人。 

（5）脑复康生产线中甲苯回收岗位采用静态混和器自动化操作，相对减少 10

人。 

（6）左卡尼汀生产线成品脱水岗位采用卧式刮刀离心机，生产能力增加２倍，

人员仍为２人，相对减少２人。 

（7）液氨储罐实现自动化控制。相对减少人员１人。 

（8）脑复康生产线成品包装岗位采用自动包装线，相对减少 14人。 

（9）磷霉素生产线环氧岗位采用加压转鼓压滤器。相对减少 27人。 

（10）磷霉素生产线合成回收岗位采用转鼓蒸发器，相对减少 14人。 

（11）左卡尼汀生产线氰化岗位采用下出料离心机，生产能力增加２倍，人员

仍为 22人，故相对减少 22人。 

（12）左卡尼汀生产线连续交换系统和三效蒸发系统，生产能力增加４倍，操

作人数仍为８人，相对减少 16人。 

预计减少人员 209 人，每人按照年均工资 50000元计算，预计年减少工资性投

入 1045万元。 

2、示范企业建设完成后与国内同等条件下普遍用工情况的对比分

析。 

针对上述项目，按照国内同等条件下普遍用工预计人数在 500 人以上，而东药

在改造后，相关产品只需要操作人员 291人，减少 20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