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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过滤技术在生物制药工艺中的运用研究
孟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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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大众对医疗等社会基础供给条件的要求逐渐提高。为更好地满足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提升医疗技术的研发水平至关重要，其中，深层过滤技术的出现，为生物制药工艺水

平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将深层过滤技术应用在生物制药环节中，能够从根本上提升生物制药水平，

切实保障生物制药品质。本文对比分析了深层过滤技术与浅层过滤技术特征，提出深层过滤技术在生物制药工艺

中的应用手段，阐述生物制药工艺中的应用现状与应用发展趋势，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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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主要就是配合使用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等技术手段开展制药工作。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大众物质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对生物制药

质量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切实保障人民核心利益，

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医疗行业发展速率，配合使用

先进的深层过滤技术手段，提升药品生产质量，推动

我国生物制药行业稳定、全面发展。

1 生物制药工艺过滤技术概述

现阶段我国生物制药工艺过滤技术主要分为表面

过滤技术与深层过滤技术两种。表面过滤技术与深层

过滤技术的特点比对如表 1。

表面过滤技术主要就是通过滤材表面捕捉药品中

的颗粒，实现表面过滤目标。为进一步优化过滤功能，

需要对上下立裁孔径进行统一布置、表面滤材主要分

为滤网、薄膜等多种类型。借助过滤原理，孔隙规格

对流体中固体颗粒杂物的拦截起到主要作用，通过表

面过滤方式可以更好地将滤液中的悬浮颗粒停留在滤

材表面，实际过滤较为简单，对促进生物制药工艺发

展意义重大。

深层过滤技术主要就是沿纵向深度捕捉杂质，深

层过滤材质多为纤维。相较于表面过滤技术而言，深

层过滤技术的介质空隙发生于介质表面，而不是发生

于介质内部空隙 [1]。热运动与流体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过滤工作，在热运动与流体作用下，料液内部细

小杂质颗粒会在通道背面流动，空隙内部产生的静电

吸附作用以及表面张力作用会吸收液体中的杂质颗粒，

从而实现过滤目标。现阶段科技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

快，先进信息化设备被广泛应用在生产生活各领域中。

在过滤膜研究工作开展期间，还需要积极使用先进技

术手段，进一步增强过滤膜的深化过滤效果，推动生

物制药工艺平稳可靠发展进程，为促进生物制药技术

稳定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2 国内生物制药工艺发展现状

在生物制药领域，部分企业及单位对生物制药工

作的开展重要性认知度不足，致使生物制药工艺发展

速度较为缓慢 [2]。不仅如此，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

大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进程存在

较大差异，但总体发展速度较快，在短时间内研制出

了对生物制药市场有着重大影响的生物制药品，受到

了广泛好评。

但在生物制药环节还存在着研究经费不足、专业

技术、人才资源短缺等问题，导致生物制药领域发展

受到不利影响，科研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应用。因此，

为从根本上提升生物制药行业发展水平，促进国内生

物制药领域可靠发展，相关部门还需加大关于生物制

药环节的重视度，加大生物制药投入力度，做好生物

制药人才培养工作，采用合理的方式促进生物制药行业

有序发展，确保我国生物制药行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生物制药工艺应用过程中，过滤介质的精度可

直接影响过滤效果。虽然通过增加过滤密度，能够保

障产品过滤水平，但在实际过滤工作开展过程中，产

品过滤性能也会受到不利影响，难以切实保障下游流

体质量 [3]。因此配合使用化学功能团部捕捉功能，是当

前生物制药过滤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3 深层过滤技术在生物制药工艺中的应用方向

生物制药工艺中的料液介质内部存在较多负电荷，

如细胞、细胞碎片、肉毒杆菌、被污染的 DNA。通常

情况下，深层过滤过程中可以将过滤技术分为机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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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静电吸收两种方式。其中，机械过滤可以将大口

径颗粒过滤出；如果颗粒的孔径较小，可能会产生负

电荷，吸附在正电荷中的树脂中。随着带正电位深层

滤材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还需要着重吸收负电荷物质，

从根本上提升实际过滤效果。

3.1 发酵液澄清技术

发酵液澄清技术是现阶段较为常见的深层过滤形

式之一。在使用发酵液澄清技术过程中，需要配合使

用物理分离手段，制药人员对过滤物进行发酵处理，

然后根据不同肌理分离过滤物，实现过滤目标。虽然

发酵澄清过滤技术的应用流程较为简单，但在实施过

程中也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 [4]。液体在过滤环节会混入

其他成分，如细胞壁、胶体物质等，这些成分会对制

药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制药工作开展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需要使用表面过滤技术，剔除液体中的其

他成分，实现成功过滤目标。由于发酵液澄清技术只

能够很小程度地实现压降，因此应当使用高通量增强

过滤效果，对操作工艺进行简化处理，切实保障下游

精钝化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3.2 小分子精制技术

小分子精制技术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深层过滤手段，

相较于发酵液澄清技术而言，小分子精制技术的应用

范围较小，主要被应用在小分子药物中的研发过程中，

发酵液澄清技术、除热原过滤技术难以实现小分子制

药目标。生物制药中存在大量的大分子物质，例如霉菌、

小分子物质、抗生素等。配合使用过滤、浓缩、萃取、

结晶等方式能够对小分子物质进行加工处理。但由于

小分子精制流程较为复杂，注入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

会以微量形式存在，严重影响到药品生产质量。

在传统小分子药物过滤环节，传统技术运行期间

的功率消耗较大，对企业影响巨大，因此需要生物制

药企业改善现有过滤手段 [5]。由于小分子药物对过滤技

术的要求较高，如果在过滤环节混入其他成分，会导

致药品质量严重下降，因此应当在现有基础上不断优

化小分子药物深层过滤方式，确保药品中的药物能够

被及时去除。

3.3 除热原过滤方式

除热原过滤方式应用范围较小，实际过滤效率较

低。热原就是指细胞碎片，主要存在于细菌外侧，由

上百万个分子组成。制药人员可以配合使用除热源过

滤方法进行过滤，并使用纤维作为渗透性材料。除热

源过滤方法并不是在液体中提取热原，因此过滤效果

较差 [6]。热原内部有由多细菌组成，主要物质为脂多糖

物质，分子含量较大，有机体会受到热原物质的侵害。

通常情况下，利用活性炭反复吸收与去除过热原杂质

的效果并不理想。不仅如此，过热原技术还需要借助

先进设备清除热原物质，从根本上提升热源清除效果，

切实保障药品生产质量效率，进一步优化产品生产质

量水平，进一步节约生物制药期间深度过滤成本。

除热原过滤技术需要配合使用人工操作手段，因

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深层过滤手段。

3.4 分离纯化血液制品及其他生物制品

血液制品以及其他生物制品中的分离纯化方式也

需要使用深层过滤手段。通过使用深层过滤中的吸附

以及渐进式孔隙就能够有效去除血液制品以及其他生

物制品中的病毒蛋白、大量核酸、杂蛋白等，且实际

应用期间的精度及可靠性显著，容污能力得到大幅度

改善，对切实提升生物制药产品质量意义重大。

3.5 吸附处理技术

吸附处理技术是应用历史最久，也是应用范围最

为广泛的一项空气净化技术，其工作原理是借助多孔

固体材料来处理污染物质，可以净化甲醛、苯等气态

污染物。通常来说，空气净化吸附剂包含活性炭、分

子筛、氧化铝等。使用活性炭可以有效去除室内的有

机污染物，但在使用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高温、高湿、

多尘环境，防止对吸附剂的细孔造成堵塞，从而影响

表 1 表面过滤技术与深层过滤技术特点比对

表面过滤 深层过滤

过滤次数 可清洗 用毕丢弃型

过滤精度 绝对过滤 公称过滤

容污能力 低 高

使用寿命 短 长

适用料液 澄清或已预过滤 浑浊，高含污量

初始压降 升高较快 低，稳定

适用点 下游终端过滤器 上游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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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处理的效果。如果有毒气体中的粉尘浓度超过特

定限值时，则需要采用有效的处理措施。考虑到粒状

活性炭的价格较为低廉，且具有吸附量大、污染小的

特点，因此被广泛用于净化器中。它的缺点是阻力相

对较高，并伴有一定的粉尘。活性炭纤维的吸附速度

较快，并具有较强的脱附功能，但不足之处是价格昂贵，

而且容易受到风阻影响，因此只适用于较为整洁的环

境中。蜂窝碳的风阻较低，而且操作简单、扬尘较低，

缺点是需要定制模具，成本较大。

3.6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指利用生物细胞和其他成分，根据生

物技术发展和化学系统的原理，实施研究、生产和开

发的过程，以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综合性学科，

其实际应用需求与生物分子、医学和工程等诸多领域

交叉。生物技术在国内的一些主要产业中也发挥着关

键作用，例如在工程生产、农业、林业、医药和保健

领域，都有着重要体现。它从大分子的视角入手，对

生物展开了全方位的分类和研究，并运用现代大数据

分析技术对不同的生物分子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和

处理。在生物学领域中，蛋白质科学、基因功能等各

个学科的研发中，都体现出了其重要价值。

4  深层过滤技术在生物制药领域中的应用要点

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制药质量

与效率虽然已经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持平，但是发展缺

乏均衡性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就生物制药深层过滤

技术而言，我国生物制药领域并未具备良好的自主创

新能力，并且技术水平也较为滞后。按照我国实际情

况而言，为了能够让生物制药中的深层过滤质量与效

率得以全面提升，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生物制药中的深层过滤工作必须和国家相

关规范标准相适宜，合理确定强制性的法规标准。积

极引进先进深层过滤技术，加快生物制药深层过滤设

备与流程更新换代速度。现阶段，社会逐步趋向于信

息化发展方向，在生物制药深层过滤技术管理工作开

展过程中也需要加强信息化管控力度，配合使用先进

管控软件提升深层过滤技术管理水平。信息化管理工

作需要依赖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收集深层过滤技术

应用期间的各类参数数据，对比分析设计标准，发现

存在于深层过滤期间的各类问题，对深层过滤技术方

案进行及时优化，降低深层过滤质量及安全问题发生

概率。随着信息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通过将信息

化软件应用在生物制药深层过滤理工作中，也可以从

根本上提升深层过滤管理水平，控制深层过滤风险问

题发生概率。

其次，鼓励生物制药企业积极应用前沿的深层过

滤技术，以此加强生物制药企业的专业技术水平，获

得更理想的深层过滤效果 [7]。加强生物制药行业与时俱

进意识，转变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观念，建立起

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我国医疗行业稳定可靠发展。大

力宣传生成过滤技术在生物制药领域中应用的重要性，

在国立研究机构建设环节投入充足的资金，充分激发

出生物制造企业研发积极性。定期开展人员知识培训

活动，确保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深层过滤技术应用的

重要性。建立起深层过滤评估机制，除对深层过滤措

施进行定量评估外，还需要注重分析深层过滤环节对

生物制药综合效益的影响。

最后，为促进深层过滤技术不断革新，国家还可

以通过组织优秀技术专家小组，以合作研发的方式不

断钻研先进深层过滤技术体。由于在深层过滤工作开

展过程中难以控制过滤流程，导致过滤期间存在的质

量问题较多，因此还需要加强过滤人员专业技能与职

业素养培训力度，促进过滤工作有效开展。

总而言之，现阶段深层过滤技术在我国生物制药

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充分发挥出深层过滤

技术的优势，可切实保障药品生产质量，推动医药行

业研发进程。但就目前来看，部分地区的深层过滤技

术手段存在技术垄断情况，需要建立起资源共享机制，

大力开发资源共享技术形式，不断支持与推进我国深

层过滤技术发展，充分发挥出深层过滤技术在提高我

国生物制药行业生产质量与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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