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您的生产工艺增值
从接种到最终的灌装完成

生物制药领域的过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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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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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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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731 453 0170

派克汉尼汾拥有创新的产品、世界一流的技术设备和全球化的专业队伍，从而使我们更

加了解每一个客户特殊的生产需求。从药物的研发到大规模的生产，我们的专业知识能

够满足您所有的需要，并且保证生产质量和最终产品的安全性。

经过验证的生产工艺
派克公司在生物制药的关键领域，诸如

发酵、提取和纯化等工艺上，设计、生

产并提供特有的液体过滤系统。

独特的一次性过滤系统
在生物制药领域，派克多明尼克汉德公司

拥有超过40年的过滤应用经验。如今，

我们更拥有了完整的一次性过滤技术。

这一技术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

减少清洁验证步骤，还大大地缩短了生

产周期。

了解到生物工艺的多样性和差异，为此，

我们的一次性过滤系统可以有效满足不同

客户的特殊需求。

您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为满足新药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关键

在于将生产规模有效地扩大。派克公司

的过滤产品可以保证生物制药企业从扩

大试验到正式生产的平稳过渡。

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将会帮助您进行过

滤器的正确选型，以及在客户现场或我

们的实验室进行工艺验证。

全球化的技术支持
无论您身在何处，无论您在生产中遇到

何种困难，派克公司的技术支持团队都

会为您提供帮助，使您的过滤和液体处

理系统达到最佳状态。

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和生产设备，在全

球超过50个国家设立了客户服务中心，

一定能在真正意义上为您提供全球化的

技术支持。

完整性测试仪 滤壳
 

设备

其它产品

由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独家设计，用于除菌过

滤器的完整性测试。

PORECHECK IV – 对液体膜过滤器进行水

侵入测试、压力衰减测试、泡点测试。

VALAIRDATA II – 对气体除菌过滤器进行

油雾挑战测试。

为生物制药行业专门设计的单芯或多芯滤壳。 完备的压缩空气处理和氮气发生器解决方案。

一次性过滤产品 

MURUS和DEMICAP –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

可提供能耐受高压蒸汽灭菌或者伽马射线灭

菌的囊式过滤器。

DuraPure™袋式过滤系统 – 可用于生物

制药领域中一次性液体处理系统。

SpinBag™ - 派克公司一次性袋式过滤技术，

可用于小体积的液体混合搅拌。

PoGo™ Mixer – 一次性液体混合装置，可

处理高达200L液体。

Moulded manifolds – 多支管设计，可灵

活适用于各种生产需要。

PROPOR PES膜过滤器 PROCLEAR澄清过滤器 TETPOR PTFE气体过滤器

过滤

PROPOR SG - 快速、高效、经济的过滤器，

可应用于生物制药领域的液体过滤。

PROPOR HC - 高通量除菌过滤器，可高效

应用于较难过滤的液体。

PROPOR MR - 有效去除细胞培养基中的支

原体。

PROPOR BR - 有效降低生物负荷，保护色

谱层析柱。

PROCLEAR PP – 全聚丙烯材质，可应用于

化学性质较活泼的液体过滤。

PROCLEAR GF – 玻璃纤维深层过滤介质，

有效去除颗粒和微生物。

PROCLEAR GP – 玻璃纤维和聚丙烯复合结

构，更有效地保护下游设备和终端膜过滤器。

TETPOR AIR – 应用于生物制药领域，经济

高效的气体除菌过滤器。

HIGH FLOW TETPOR II – 具备更高的流量

和蒸汽灭菌次数，可有效地进行空气和气体

的除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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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

上游生产工艺 下游生产工艺

气体除菌过滤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TETPOR系列气体除菌

过滤器，能有效去除生物反应器的进气和

尾气中存在的颗粒、细菌和病毒。

生物反应器的提取工艺
PROCLEAR系列过滤器能有效去除提取工艺和后续的细

胞均质过程中的大量有害微生物，并可通过PROPOR系列

过滤器进一步降低生物负荷。

一次性生产工艺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MURUS和DEMICAP囊式过滤器

与派克的一次性混合技术、生物工艺容器和附属设备

相结合，可有效应用于生物反应器培养基的制备、运

输和存储。

压缩空气处理设备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在压缩空气纯化和氮气发生器

方面是市场的领导者，我们具备先进的技术和一

流的服务，保证您的压缩空气处理设备高效顺利

地运行。

培养基的制备
派克能够提供特有的应用于培养基的一次性或不

锈钢过滤系统。采用PROCLEAR和PROPOR系列

过滤器进行除菌过滤和去除支原体，保证整个批

次的工艺流程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并避免

其受到潜在的污染。

生物反应器补料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PROPOR系列过滤器可用于生物反应

器补料，如pH值调节剂、消泡剂和基质营养成分等的过滤。

此外，PROCLEAR系列产品也是预过滤器的理想选择。

中间品和终端产品的过滤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PROCLEAR和PROPOR系列产品具

有蛋白吸附性低的特点，因此在去除中间品的沉淀和

降低生物负荷过程中，能将产品的损失降至最低。

过滤器的完整性测试
为保证产品的生物安全性、质量和保质期，对关键

应用上的除菌过滤器进行完整性测试是基本要求。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完整性测试仪PORECHECK 
IV和VALIARIDATA II是制药行业的理想选择。

蒸汽处理设备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蒸汽过滤器可用于保护整

个工艺设备和管路在进行在线蒸汽灭菌过程中

不受到颗粒的污染。

色谱层析系统过滤
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PROPOR系列过滤器能有效

保护色谱柱和其他下游设备不受细菌和颗粒的污

染，这些污染物的存在会造成系统的堵塞并降低

工艺效率。

呼吸器过滤
该类过滤器专为生产不含任何颗粒、细菌和病毒的无

菌空气而设计，派克多明尼克汉德的TETPOR系列过

滤器是这一应用的理想产品，能有效维持缓冲液和储

罐的无菌性。

缓冲液过滤
派克能提供应用于缓冲液制备上的一次性或不锈钢过

滤系统。缓冲液的过滤对于保护下游设备和终端产品

的 质 量 是 非 常 关 键 的 。 派 克 多 明 尼 克 汉 德 的

PROCLEAR和PROPOR系列产品能保证缓冲液经过滤

后不含任何杂质颗粒，其生物负荷也在可控范围内。

一次性生产工艺
派克特有的一次性生物工艺方法能加强生产的灵活

性、降低设备安装时间和生产成本，同时缩短了生

产周期，改善工艺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