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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芬等药品产量激增布洛芬等药品产量激增，，
制药企业制药企业VOCsVOCs治理跟得上吗治理跟得上吗？？

应从原辅材料替代应从原辅材料替代、、工艺改进工艺改进、、过程控制过程控制、、治污设施建设治污设施建设、、监测监管等方面优化管控监测监管等方面优化管控
◆◆本报记者邓玥本报记者邓玥

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药品最近成了“抢手货”。据工信部消息，日前，两类

解热镇痛药的产能产量大幅提高，日产能达 2.02 亿片，产量达 1.9 亿片，多家药企

24 小时满负荷生产。这种情况下，制药企业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

（VOCs）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些制药企业的 VOCs 治理能跟得上吗？当前形

势下，企业能否从容应对？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制药企业满负荷生产、产量
激增对其 VOCs处理能力的冲击有限。

江苏省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郑兴春告诉
记者：“制药企业安装 VOCs处理设施时，我们要求设
备处理能力达到满负荷运行的设计标准。大多数企
业平时的运行效率只有 30%—40%，即使现在运行效
率提高了，也在可控范围内。而且，由于制药企业的
生产能力强，每批次可以生产很多药品，所以很少出
现超负荷运行的情况。例如，近期我们检查的几家苏
州制药企业，虽然产量增加，但都没有超负荷运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 VOCs 排放量增加对制药企业
没有影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副
研究员王洪昌说：“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 VOCs
末端治理的控制技术水平。”

目前，制药企业选择的 VOCs末端处理技术相差
较大、治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企业采用燃烧法，安
装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的 RTO（蓄热式热力焚化炉）
或 RCO（蓄热催化燃烧装置），处理效率较高，能够较

好应对生产负荷变化。但是，大多数制药企业采用的
仍然是投资和运行成本较低的冷凝、吸收、吸附等技
术，处理效率不高，对满负荷冲击的适应能力相对较
差。“治理技术水平偏低的企业，当前可能更加频繁地出
现VOCs排放浓度瞬时或小时超标问题。”王洪昌说。

郑兴春表示，这就要求制药企业提高运维管理能
力，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根据 VOCs排放量的变化，更
加及时地调整易耗品更换频率、优化处理设备参数，
有效应对生产负荷增加的冲击。

他举例说，未采用燃烧法的企业，需要提高易耗
品更换频率。比如，采用活性炭吸附技术的企业，要
提高活性炭更换频次；采用喷淋技术的企业，要及时
更换碱液、调整碱液 pH 值等。采用燃烧法的企业，
当 VOCs 收集量增加、燃烧时间变长、气体浓度变高
时，设备温度也要调高。

“企业对 VOCs产生环节和收集管道也要实时检
测，检查管道密闭性是否达到要求，防止气体泄漏。”
郑兴春说。

事实上，VOCs 治理一直是制药企业的重难点，
即使是制药行业头部企业，在这方面也吃过不少罚
单。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
授修光利告诉记者，从客观方面看，这与制药行业本
身 VOCs治理的复杂性相关。

“制药企业生产品种多、所涉原料广，特别是原料
药制备过程中使用了较多的有机原料和有机溶剂，导
致其产生的 VOCs 种类繁多，排放成分复杂、性质差
异大。不仅如此，制药企业生产流程长，VOCs 产生
环节多，无组织排放情况较多，序批式的生产操作方
式导致排放的波动性较大，增加了企业污染治理难
度。”修光利说。

一些大企业能生产上千种药品。药品所用原料
可分为活性药物成分（原料药）、非活性成分（辅料）和
包装原料，其中，生产原料药的企业污染较重，利用原
料药生产片剂、胶囊等的单纯制剂类企业污染较轻。
在浙江，原料药约占全省医药工业一半比重。通常情
况下，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能力生产原料药，小型企业
购买原料药做片剂或精包装。一些地区采用合同加
工外包（CMO—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式
的制药企业，其药品品种复杂，也值得关注。

药品所用原料越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
越多，产生的 VOCs 物种也越多。比如，生产布洛芬
类消炎止痛药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至少 7 种，生产
对乙酰氨基酚等解热镇痛药则至少产生氨、氮氧化

物、硫酸雾等 21种大气污染物。
“需要注意的是，制药企业所用的原辅料，有时还

涉及医药中间体的生产和使用，比如布洛芬制药过程
需要用到中间体异丁苯乙酮。医药中间体所用原料
更加复杂，一些制药企业并不生产医药中间体，而是
从其他化工企业购买。也就是说，药品产量激增，不
仅带动制药企业 VOCs排放量增加，还带动提供医药
中间体的化工企业 VOCs排放量的增加。”修光利说。

他还指出，生产药品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可能有
几十个环节，VOCs 排放至少涉及 7—8 个环节，生产
环节涉及的连接部件多，泄漏排放风险大。同时，药
厂的药品一般都按批次生产，一批药品经过几小时的
化学反应（或发酵）后再进入下一环节。物料的间歇
式进出，导致产生的 VOCs 间歇排放，气体浓度波动
变化大；更换药品品种需要清洗生产系统，清洗环节
排放浓度高，这些都挑战着企业的治理能力。

修光利告诉记者，受现有技术条件限制，制药企
业产生的部分 VOCs物种还缺乏监测方法，特别是一
些低阈值特征污染物，虽然单一物质排放浓度达标，
但综合恶臭（异味）仍十分明显，治理难度大；类似二
氯甲烷等卤代烃的使用比较普遍，挥发性和毒性都很
强，直接使用燃烧法会带来二次污染风险。但目前预
处理技术非常不成熟，吸附脱附回收利用技术效果也
不 稳 定 。 制 药 企 业 VOCs 物 种 的 复 杂 性 对 高 效 的
RTO 等处理设备的稳定运行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对于制药企业的检查，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
是检测虽然合格，但异味还在。”郑兴春坦言。他希
望，制药企业能在原有效率较低的 VOCs 处理设备
上，加装二级、三级处理装置。

处理装置升级是优化制药企业 VOCs治理的末
端环节。王洪昌指出，更应加强全过程管控，从原辅
材料替代、工艺改进、过程控制、治污设施建设、监测
监管等方面提出一体式优化控制路线。

一是加大源头控制力度，积极推广绿色制药技
术、推进清洁生产。鼓励采用酶促法、酶法裂解等无
污染或低污染的先进药品回收工艺，对于 6—APA
产品，用酶法裂解替代化学裂解法，可以减少 65%的
有机溶媒和化学品；推广密闭化、管道化、连续化生
产工艺与设备，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原料替
代高度和难以去除高毒的原料等。

二是加强设备密封操作要求，全面提升装备水
平。采用国内先进设备，并进行垂直流设置，利用设
备之间的层高差实现无缝化对接；生产装置采用
DCS 自动化控制，采用先进的温度测量、压力测量、
液位测量仪器、仪表；鼓励使用无泄漏设备和连接部
件。

三是强化以资源化为目的的 VOCs 分类收集、
分质处理。目前，很多制药企业采用同一系统收集
处理混合 VOCs废气，不利于有机溶剂资源回收，还
大幅增加 VOCs 治理难度和费用。分类分质收集，
不仅能有效提高废气浓度和物质纯度、降低风量，也
便于采用深度冷凝、高效真空脱附等技术，提高溶剂
回收率。

修光利表示，2021 年，由华东理工大学牵头制
定、三省一市发布实施的长三角地区统一的《制药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就明确
要求对 VOCs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有助于推动 VOCs治理技
术低碳化改造。另外，分类收集可以考虑与《标准》
中的控制项目结合起来。国家和地方标准针对制药
行业都提出了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以及一些特
征污染物的控制指标，基本覆盖了化学药品原料药
企业涉及 VOCs 的典型种类，我们也在《标准》的附
录中基于产品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企业可根据使用
的原辅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产品等情况，从中筛
选需要控制的 VOCs。”修光利说：“未来，还要进一
步研发适合不同种类 VOCs的监测技术方法。”

他透露，今年，适用于长三角地区的制药工业大
气污染物防治技术规范正在制定，VOCs 治理技术
将遵循高效安全、节能低碳方向，综合考虑经济、环
境和社会效益，构建全过程控制技术体系。同时，鼓
励企业对有机溶剂回收利用。通过标准规范引领技
术改造，推动化学合成类制药、发酵类制药等行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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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近日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 2023 年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明
确了禁止燃放区域和限制燃放区域
以及时段。同时，鼓励市民群众积极
举报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
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共安
全和生态环境。

根据通告，西安市新城区、碑林
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未央区
行政区域为禁止燃放区域，阎良区、
临潼区、长安区、高陵区、鄠邑区、蓝
田县、周至县行政区域为限制燃放区
域。2023 年 1 月 14 日（腊月廿三）、1
月 21 日（除夕）至 1 月 27 日（正月初
六）、2 月 5 日（正月十五）可以燃放。
其中，1 月 21 日（除夕）和 2 月 5 日（正

月十五）全天可以燃放，其余时段每
日 7时至 22时可以燃放。

限制燃放区域内，国家机关；文
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优秀近
现代建筑保护范围；易燃易爆物品生
产、储存单位；公园、山林等其他重点
防火区；医疗机构、学校、幼儿园、疗
养院、养老机构；车站、机场等交通枢
纽，城市轨道交通及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机动车停车场；输变电设施安
全保护区；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
商场、展览馆；秦岭范围核心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内等地点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

此外，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情
况，西安市人民政府对燃放时间适时
调整。 王双瑾

本报讯 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
区崖口村眺望，蜿蜒的深中通道、港
珠澳大桥、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均清
晰可见。这与近年来中山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密不可分。

数据显示，2013年—2022年，中山
市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浓度快
速下降，空气质量全面改善。其 PM2.5

年均浓度从 2013 年的 49 微 克/立 方
米 ，下 降 至 2022 年 的 19 微 克/立 方
米，正式进入“10+”行列（浓度不超
过 20 微克/立方米）。十年累计下降
达 30微克/立方米，降幅达 61.2%。

2022 年，中山市先后采取多项
措施深化大气环境治理。推动碳中
和、近零碳试点建设，在翠亨新区、神
湾镇探索开展试点示范区，组织编制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开展光伏 PHC-
ER 在线申报平台建设，组织全市首
批 84 个分布式光伏项目业主申报碳
普惠核证减排量并进行碳交易；深化
工业炉窑烟气及 VOCs 治理，探索燃
气锅炉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指导涉
VOCs重点企业开展深度治理。

2022 年，中山市镇联动应对污
染天气，累计出动 9 万余人（次），检
查工业企业 9515 家（次）；结合机动
车尾气遥感监测数据，生态环境、交
通运输等部门和相关镇（街）联合开

展 专 项 整 治 ，出 动 警 力 16456 人
（次）；与气象部门提前进行空气质量
分析研判，发出研判日报 173份，完成
从O3到NO2污染主导的防控转变。

“我们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精准
治污。”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中山市利用“9+300”大气
网格化监管系统、生物质锅炉烟气视
频实时监控、“互联网+”VOCs 在线
监视、餐饮油烟监控平台、AI 露天焚
烧实时捕捉、VOCs 质谱走航、无人
机巡查等技术手段促进精确治污。

2022 年度中山市大气环境综合
指数为 3.01，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 个
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15 位，在珠三角
排名第 4 位。与 2021 年相比，PM10、
NO2、CO、PM2.5等 4 项指标分别同比
下 降 12.8% 、12.0% 、11.1% 、5.0% 。
2022 年度 PM2.5、PM10、NO2、SO2、CO
年均浓度均为历史最低水平。

“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
认识到，当前，中山市大气污染防治
形势仍然严峻，取得的成果仍不稳
固，大气污染治理仍处于负重爬坡的
关键阶段，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中
山市生态环境局大气与应对气候变
化科科长谭兆腾表示。2023 年，中
山市将坚决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让
中山蓝天常在、空气常新。 郑秀亮

中山PM2.5年均浓度进入“10+”行列
十年来降幅达 61.2%

资讯速递

西安加强春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明确禁止、限制燃放区域以及时段

冲击有限:取决于企业末端治理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不容忽视:VOCs治理是制药企业重难点

亟待解决：加强全过程管控、
高效治理技术研发

◀图为制药企业工艺流程及产
污节点。 王洪昌供图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太原
市政府新闻办 2023 年首场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2 年，太原市地表水 6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监测结果显示，2022 年，太原市
地表水汾河水库、上兰、李八沟、迎泽
桥、韩武村、河底村６个国家考核断
面全部达到Ⅲ类以上优良水体。其
中，汾河水库、上兰断面为Ⅰ类水，李
八沟、迎泽桥断面为Ⅱ类水，韩武村、
河底村断面为Ⅲ类水。这是太原市
有监测记录以来，国考断面首次全部
达到Ⅲ类以上优良水体。

近年来，太原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全市水
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

太原市加大污水处理建设力度，
经过两年的建设施工，北郊污水处理
厂 改 扩 建 工 程 已 全 部 完 工 。 2022
年，太原市完成城吴柳总退水渠潜流
湿地等净化工程，进一步提升了入汾

水水质。
为保障汛期地表水国考断面水

质稳定达标，2021 年以来，太原市成
立了专项行动领导组，采取重点推进
雨污管网改造、开展清淤及应急工
作、加强污水处理厂雨期排水监管、
落实雨天河长巡河制度、全面加强雨
期工业企业和工业集聚区排水监管
等 10 余项举措，汛期水质管控初见
成效。

太原市重点推进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建设，健全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机制。同时，积极协调省级
水利部门加大汾河生态调水力度，建
立调水制度，为保障汾河太原韩武村
出境断面水质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实现水清岸净，太原市生态环
境系统在 188 公里长的汾河太原段，
对排查出的 1374 个入河排污口按照

“查、测、溯、治”的要求，开展规范化
整治工作。 高岗栓

太原国考断面首次全部达Ⅲ类以上
地表水 6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