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il。 080。 Ol

C47

中 华 火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 18278。 l-2015/Is0176G5¨ 1:2006
代 替 GB18278 200O、 GB/T20367∵ 2006

医疗保健产晶灭菌 湿热

第 1部分∶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

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ster二 1izat∴ oⅡ of⒒ ealt⒒ care productsˉ M̄o二 st⒒eat-⋯

Part1: Requ二 re111eⅡ ts for t⒒e deve1opmeⅡ t, vaIidatioⅡ aⅡd routiⅡ e coⅡ tr● 1

oF a ster二Ⅱization process For medicaⅡ  devices

(1SO17665-1:2006,IDT)

201⒌ 1⒉ 10发布 201⒎ 01¨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钅
总
垦

发布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GB 18278。 l-—2015/Iso176θ 5⋯ 1:200G

前言 ⋯⋯⋯⋯⋯⋯⋯⋯⋯⋯⋯⋯⋯⋯⋯⋯⋯⋯⋯⋯⋯⋯⋯⋯⋯⋯⋯⋯⋯⋯⋯⋯⋯⋯⋯⋯⋯⋯⋯⋯·I

引言 ·⋯⋯⋯⋯⋯⋯⋯⋯⋯⋯⋯⋯∴⋯⋯⋯⋯⋯⋯⋯⋯p· ·⋯⋯⋯⋯⋯⋯⋯⋯⋯⋯⋯⋯⋯⋯⋯··r⋯··Ⅱ

1 范围 ·⋯⋯⋯⋯⋯⋯⋯⋯⋯⋯⋯⋯⋯⋯⋯⋯⋯⋯⋯⋯⋯⋯⋯⋯⋯⋯⋯⋯⋯⋯⋯⋯⋯⋯⋯⋯⋯·⋯·I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2

4 质量体系管理要素 ·⋯⋯⋯⋯⋯⋯⋯⋯⋯⋯⋯⋯⋯⋯⋯⋯⋯⋯⋯⋯⋯⋯⋯⋯⋯⋯⋯⋯⋯⋯⋯··⋯ 8

5 灭菌因子的特征描述 ⋯⋯⋯⋯⋯⋯⋯⋯⋯⋯⋯⋯⋯⋯⋯·卩·⋯⋯⋯⋯⋯⋯⋯⋯⋯⋯⋯⋯⋯⋯⋯⋯·9

6 过程和设各的特征描述 ⋯⋯⋯⋯⋯⋯⋯⋯⋯⋯⋯⋯⋯⋯⋯⋯⋯⋯⋯⋯⋯⋯⋯⋯⋯⋯⋯⋯⋯⋯·⋯ 9

7 产品确定⋯⋯⋯⋯⋯⋯⋯⋯⋯⋯⋯⋯⋯⋯⋯⋯⋯⋯⋯⋯⋯···⋯⋯⋯⋯⋯⋯⋯⋯⋯⋯⋯⋯⋯⋯⋯ 12

8 过程确定⋯⋯⋯⋯⋯⋯⋯⋯⋯⋯⋯⋯⋯⋯⋯⋯⋯⋯⋯⋯⋯⋯⋯⋯⋯⋯⋯⋯·∴。⋯⋯⋯⋯⋯⋯⋯⋯ 12

9 确认⋯⋯⋯⋯⋯⋯⋯⋯⋯⋯⋯⋯⋯⋯⋯⋯⋯⋯⋯⋯⋯⋯⋯⋯⋯⋯⋯⋯⋯⋯⋯⋯⋯⋯⋯⋯⋯⋯⋯ 13

10 常规监测与控制 ·⋯⋯⋯⋯⋯⋯⋯⋯⋯⋯⋯⋯⋯⋯⋯⋯⋯
:·
·⋯⋯⋯⋯⋯⋯⋯⋯⋯⋯⋯⋯⋯⋯⋯⒗

11 灭菌后的产品放行 ⋯⋯⋯⋯⋯⋯⋯⋯⋯⋯⋯⋯⋯⋯⋯⋯⋯⋯⋯⋯∴·⋯⋯⋯⋯⋯⋯⋯⋯⋯⋯⋯·16

12 保持过程的有效性 ⋯⋯⋯⋯⋯⋯⋯⋯⋯⋯⋯⋯⋯⋯⋯⋯⋯⋯⋯⋯⋯⋯⋯⋯⋯⋯⋯⋯⋯⋯⋯⋯·16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指南 ⋯⋯⋯⋯⋯⋯⋯⋯⋯⋯⋯⋯⋯⋯⋯⋯⋯⋯⋯⋯⋯⋯⋯⋯⋯⋯⋯⋯⋯⋯ 18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基于灭活自然状态微生物菌群的过程确定 (基于生物负载的方法)⋯⋯⋯ 22

附录 C(资料性附录) 基于参考微生物的灭活和待灭菌产品生物负载的知识的过程确定 (基于

生物负载结合生物指示物的方法) ·⋯⋯⋯⋯¨⋯⋯⋯⋯⋯⋯⋯⋯⋯⋯⋯··23

附录 D(资料性附录) 基于参考微生物灭活的传统过程确定(过度杀灭的方法≥⋯⋯⋯⋯⋯⋯⋯⋯犰

附录 E(资料性附录) 运行周期 ⋯⋯⋯⋯⋯⋯⋯⋯⋯⋯⋯⋯⋯⋯⋯⋯⋯⋯⋯⋯⋯⋯⋯⋯⋯⋯⋯⋯。26

参考文献 ⋯⋯⋯⋯⋯⋯⋯⋯⋯⋯⋯⋯⋯⋯⋯⋯⋯⋯⋯⋯⋯⋯⋯⋯⋯··们⋯⋯⋯⋯⋯⋯⋯⋯⋯⋯⋯⋯·30

次目



GB i8278。 l-—2015/IsO17θθ5-i:200θ

前  言

GB18278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1827涨 医疗保健产晶灭菌 湿热》分为以下 2个部分 :

——第 1部分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

——第 2部分 :应用指南。

本部分是 GB18278的 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 ⒛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和 G卩/T18278.2共 同代替 Gβ 18″8-2000《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工业湿热灭菌》和 GB/T2O367— 2006《 医疗倮健产品灭菌 医疗保健机构湿热灭菌的确认和常规控制

要求》。与 GB18278-20O0和 GB/T20367-2006相 比主要差异如下 :

——适用于工业湿热灭菌和医疗保健机构两个方面的湿热灭菌 ;

——增加了灭菌因子特征、产品定义、过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保持灭菌过程有效性等技术

内容。

本部分等同采用 ISO17665-1:2006《 医疗保健产品的灭菌 湿热 对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确

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

——GB18281.1-2015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1部分 :通则 (IsO H13⒌1:⒛ 06,

IDT);

——GB18281.3-2015 医疗保健产晶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3部分 :湿热灭菌用生物指示物

(Is011138-3:2006,IDT);

——GB18282。 1—2015 医疗倮健产晶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1部分 :通则 (ISO H14⒐1:⒛ 05,

IDT);
——GB18282.3-2009 医疗倮健产品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3部分 :用 于 BD类蒸汽渗透测试

的二类指示物系统 (IS011140-3:⒛ 07,IDT);

——GB18282。吐一⒛09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4部分 :用 于替代 BD蒸汽渗透测

试的二类指示物 (Is011140-4:2007,IDT、

——GB18282.5-2015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化学物指示物 第 5部分 :用 于 BD类空气排除测

试的二类指示物 (ISO11140-5:⒛ 07,IDT);

——GB/T190″ -2003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IsO10012-2003,IDT);

——GB/T19633.1— 2015 最终灭菌医疗器械包装 第 1部分 :材料、无菌屏障系统和包装系统

要 求 (ISO H60⒎ 1:2006,IDT);
——GB/T19633.2— ⒛15 最终灭菌医疗器械包装 第 2部分 :成形、密封和装配过程的确认要

求(ISO11607-2:2006,IDT);

——GB/T19973.1-2015 医疗器械的灭菌 微生物学方法 第 1部分 :产 品上微生物总数的测

定 (ISO11737-I:2006,IDT);

——GB/T19973.2-2005 医疗器械的灭菌 微生物学方法 第 2部分 :确认灭菌程序的无菌试

验(IsO11737乇 :1998,IDT);
——YY/TO287-2Oo3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用于法规的要求(IS013485:2003,IDT);

— YY/T0802-2o1o 医疗器械的灭菌 制造商提供的处理可重复灭菌医疗器械的信息

I



GB 18278。 l-2015/Iso176θ 5⋯ l:2000

(IsO1766在 :200在 ,IDT)。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按照 GB/T1.1的要求进行了一些编辑上的修改 ;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 ;

——引言及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部分国际标准替换为对应的我国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行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毒技术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0)归 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山 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麦迪锦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广州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倍力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王洪敏、吕连生、徐红蕾、马文静、徐伟雄、黄秀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18278— 2̄000;

———GB/T2036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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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无菌医疗器械是一种无活微生物的产品。国际标准规定了灭菌过程的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当

医疗器械必须以无菌的形式提供时 ,在其灭菌前应将各种非预期的微生物污染降至最低。即便医疗器

械产品是在满足质量管理体系(例如 :IsO13们ω要求的标准制造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灭菌前仍会带有

少量的微生物 ,此类产品即属非无菌产品。灭菌的目的就是灭活微生物 ,将非无菌产品转变为无菌

产品。

采用医疗器械灭菌的物理因子和/或化学因子对纯种培养微生物灭活的动力学一般能用残存微生

物数量与灭菌程度的指数级关系进行很好的描述。这就意味着无论灭菌程度如何 ,必然存在微生物存

活的概率。对于已定的处理方法 ,残存微生物的存活概率取决于微生物的数量、抗力及处理过程中微生

物存在的环境。因此 ,经过灭菌加工的批量产品中的任一件产品不能保证是无菌的,经过灭菌加工的批

量产品的无菌被定义为在医疗器械中存在活微生物的概率。

若得到满足 ,本标准描述的要求将提供一个预期用于医疗器械的有适当的杀灭微生物活性的湿热灭

菌过程。而且 ,符合本标准能确倮灭菌是可靠的和可重复的,从而可以有理由相信灭菌后微生物存活的概

率比较低。达到无菌要求的微生物存活概率由监管部门规定 ,可能因国家而异(例如 YY/T0615。 1)。

设计与开发、生产、安装与服务等质量管理体系的一般要求见 GB/T19001,医疗器械生产的质量

管理体系的特殊要求见 1SO13485。 这些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为 ,制 造中的有些过程有效性不能完全

通过后续的产品的检验和测试来验证 ,灭菌就属于这样的过程。因此 ,在灭菌过程实施前应确认 ,对灭

菌过程的有效性应进行常规监测 ,应进行设备维护。

暴露于得到适当确认并准确控制的灭菌过程并不是确保产品无菌并适合于预期用途的唯一因素。

因此还应注意如下方面 :

ω 进来的原料和/或组件的微生物状况 ;

ω 任何用于产品的清洁和消毒程序的常规控制和确认 ;

ω 产品制造、装配和包装环境的控制 ;

d) 设备和过程的控制 ;

ω 人员及其卫生的控制 ;

o 产品的包装方式和包装材料 ;

g) 产品的储存条件。

灭菌产品的污染类型不同影响着灭菌过程的有效性。最好是将医疗机构使用过的并按照厂商说明

书要求(见 Is01766ω 再次灭菌的每一个产品视为特例。尽管经过清洁 ,这些产品仍然可能被广泛的

微生物所污染 ,并残存有机和/或无机污染。因此 ,必须要特别关注器械重复处理过程中清洁和消毒过

程的确认和控制。

GBI8278的本部分描述的要求可以确保与湿热灭菌过程有关的行为正确运行。这些行为在已形

成文件的工作计划中有所描述 ,用来证明以预定限值内的过程变量运行 ,该湿热灭菌过程将会持续产出
无菌产品。

本部分是规范性要求 ,应与此一致。资料性附录中的指南 ,不属于规范性要求 ,并不是作为评审员
的评审表来提供。指南中给出的释义和方法应被视为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恰当手段。如果也能满足本部
分的要求 ,指南中没有给出的方法也可以使用。

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包含了数个不连贯但相关的活动 ,例如 :校准、维护、产晶定义、过
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虽然本部分所规定的行为被分组和按特定次序排列 ,这并不

Ⅲ

亠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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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这些行为必须按标准排列的顺序进行。所需行为并不∵定是次笫进行,因为过程中的开发和确认
可能需要反复实施。实施不同的行为可能涉及数个半独中个体和/或组织,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承担
一个或多个行为的实施。本部分并不规定特别的个体或组织实施某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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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倮健产品灭菌 湿热

第 1部分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

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1 范围

GB18278的 本部分规定 了医疗器械湿热灭菌的开发 、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

注:虽然举部分的范围限于医疔器械 ,但 它规定的要求和提供的指南可适用于其他健康相关产品。

本部分包含 以下湿热灭菌过程 ,但不限于此 :

a) 饱和蒸汽-重力排气系统 ;

b) 饱和蒸汽-动力排气系统 ;

c) 空气蒸汽混合气体 ;

d) 水喷淋 ;

e) 水浸没。

注 :参见附录 E。

本部分未规定对海绵状脑病●口羊痒症、牛海绵状脑病和克雅症)病原体灭活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

规控制的要求。对于处理潜在受这些病原体污染的材料 ,某些国家制定了特殊的规范。

注 :参见 YY/T0771.1、 YY/T0771.2、 IsO″狃 ⒉3。

本部分不适用于以湿热和其他灭菌剂 (如 :甲 醛 )组合作为灭菌因子的灭菌过程。

本部分未详述标示
“
无菌

”
医疗器械的特定要求。

注:应注意,不 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标示医疗器械
“
无菌

”
有不同的要求,例如,YY/T0615.1或 ANs1/AAMIST67。

本部分未规定控制医疗器械生产的所有阶段的质量管理体系。

注:本部分并不是制造所需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它只是针对控制灭菌过程所必需的最低要求的质量管理

体系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在正文中的适当位置(特别参见第吐章)作规范性引用。应关注控制医疗器械生产

所有阶段(包括灭菌过程在内的)的质量管理体系(见 IsO13珏 85)。 某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要求医疔器械的提供

者实施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得到第三方的评估。

本部分未规定与湿热灭菌设施的设计和运行相关的职业安全要求。

注:操作安全的要求由GB攻 793。 4规定。另外有些国家还有安全法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1H3g~1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1部分 :通则 (sterilizati。 n of healthcare prod-

ucts— Biological indicators— —Gmeral Requirements)

ISO11138-3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3部分 :湿热灭菌用生物指示物 (sterilization

°f health care products——Biological indicators— —Biological indicators for1noist heat sterilizatioⅡ  procesˉ

ses)

IS0111吐 0-1 医疗倮健产 品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1部 分 :通则 (SterilizatioⅡ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Chemical indicators— Part1:General requ⒒ eⅡ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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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011⒕O-3 医疗倮健产晶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笫3部分:用手 BD奘蒸汽渗透测试的二类指示
物系统 (Steril讫 ation of health care pr°ducts chemical h茁cators Part3:Class2indcator systems
f°r use in the Bowie aΠ d Dick△ype steam0enetration test)

1sO1H4o丬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4部分 :用 于替代 BD蒸汽渗透测试的二类指
示物 (Ste川 ization° f health car仓 products~chemical indicators— —Part4:class2indicators as an alter-
native to the Bowie a11d Dick-type teβ t for detecti° n of steam penetration)

1s01114o-5 医疗保健产晶灭菌 化学物指示物 第 5部分 :用于 BD类空气排除测试的二类指
示物 (ste川扬athn of health care product← _chemical i⒒山cat°灬——PaH5:c!ass2iΠdicators f° r Bowie
and Dick-type air removal tests)

IsO Ioo1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各的要求 (Measure血 ent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ment processes and rneasuring equipment)

⒙O116o⒎ 1 最终灭菌医疗器械的包装 第 1部分 :材料、无菌屏障系统和包装系统要求(P犯 ka-
ging for terrninally sterHized medical devi。 es——Part1: Requirements for ⅡΠaterials,sterile barrier sys-

tems and packaging systems)

ISO116o7-2 最 终 灭 菌 医疔 器 械 的包 装  第 2部 分 :成 形、密 封 和装 配 过 程 的确 认 要 求
(Packaging for terminally sterilized medical devices— Part2: ⅤalidatioΠ requirements for for1miing,

sealing and assembly pr。 cesses)

IsO11737-1 医疗 器 械 的灭 菌  微 生 物 学 方 法  第 1部 分 :产 品上 微 生 物 总数 的测 定
(sterilizati° 11of rnedical devices— —Microbiological r11ethods——Part1: Deter1nination of a populatiorl of

1nicr°organis1ns on products)

IsO H737-2 医疔 器 械 的灭 菌  微 生 物 学 方 法  第 2部 分 :确 认 灭 菌 过 程 的无 菌 试 验
(SterilizatioΠ  of1nedical devices——Microbiological1nethods— —Part2: ′Γests of ster⒒ ity performed iΠ  the
validatioh of a sterilization process)

IsO I扭 85:2oo3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用于法规的要求 (Medical devices— Quality manˉ
ageme⒒t systemsˉ—Requ⒒ ements for regulatory purposes)

IsO1766在  医疗器械 的灭菌 制造商提供 的处理可重复灭菌医疗器械的信息 (SteriliΞati° n of
medical devices——

1ⅡformatioΠ  to be provided by the maⅡ ufacturer folr the processing of rester⒒
iΞable

medical device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l

空气探测器 air detector

用来检测在蒸汽和冷凝水 ,或灭菌室中是否存在非冷凝气体的装置。
3.2

自动控制器 au10matic coΠ tro】】er

根据预定的程序运行参数 ,控制灭菌器按顺序运行程序所要求各阶段的装置。
3.3

生物负载 biob刂rdeΠ

产品和/或无菌屏障系统表面和/或内部存活微生物的总数。

匚GB/T19971—2o15,定义 2。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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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羽

"指

∶示艹勿  biologica】 iΠdicator

对规定的灭菌过程有特定的抗力 ,含有活微生物的测试系统。

匚GB/T19971—2O15,定义 2.3□

3.5

校 准  calibratioΠ

在规定条件下 ,为确定测量仪器仪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 ,或实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

值 ,与对应的由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其 目的是通过与标准比较确定测量装置的

示值。

匚ⅤIM:1993,定 义 6.11彐

3.6

化学指示物㈠0生 物指示物) c⒒ emical iⅡ dicator(nO11-bio】 ogica】 i⒒dicator)

根据暴露于某过程后发生的化学或物理变化 ,反映—个或多个预定过程变量变化的测试系统。

匚GB/T19971—2015,定义 2.6彐

3.7

密封包装产品 coitained product

在灭菌过程任何阶段 ,不直接接触灭菌器内环境的产品。

注:灭菌器的内部环境只用于加热和冷却目的,并不是用以取得灭菌效果,例 如,密封瓶里的溶液。

3.8

纠正 correct二oⅡ

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所采取的措施。

注 i:纠正可连同纠正措施一起实施。

注 2:返工或降级可作为纠正的示例。

匚GB/T19000-20O8,定义 3。 6。叫

3.θ

纠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t|n

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或其他不期望情况的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

注 i:—个不合格可以有若干个原因。

注2:采取纠正措施是为了防止再发生,而采取预防措施是为了防止发生。

注3:纠正和纠正措施是有区别的。

匚GB/T19000-2008,定义 3.6。 叫

3.io

D值 D va】 ue

D10值 D lO vaIue

在规定的条件下 ,灭活 90%的试验微生物所需时间或剂量 。

注:对于本部分来说,D值指灭菌处理后试验微生物减少 90%。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11彐

3.11

开发 developme⒒ t

详细制定一个技术规范的行为。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13□

3.12

环境控制 env二 roⅡmeⅡtal control

运用工程和/或程序体系 ,将特定环境维持在指定的限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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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空气过滤器、液体过滤器、表面消毒、防护服和管理程序。

匚GB/T19971-2015,定义 2.16□

3.13

平衡时间 equi】 ibrat二 oⅡ ume

从参考测量点达到灭菌温度开始 ,至灭菌负载的所有点都达到灭菌温度所需要的时间。
3.14

t乏月巨  estab】 ish

通过理论确定 ,并经试验证实 。

匚GB/T19971-2o15,定义 2。 r彐

3。 15

暴露时间 exposure"me

在规定允差范围内维持过程参数的时间。

匚GB/T19971— 2015,定义 2.18彐

3.iG

故障 Fau】 t

一个或多个过程参数超出了规定允差范围。

匚GB/T19971-2015,定义 2.19□

3.17

FO住皇 FO va】ue

相当于在参考微生物 犭值为 10℃时 、121。 1℃ 下灭菌过程 中杀灭微生物的时间 ,单位为分 (mi皿 )。

3.i8

医疗保健产 品 hea】 t⒒ car pmduct(s)

医疗器械 (包括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或医药产品 (包括生物制药 )。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20彐

3.19

维持时间 ⒒o】d二Ⅱg t二m●

灭菌室内参考测量点及灭菌负载所有点的温度连续保持在灭菌温度范围内的时间。

3.20

安装鉴定 二ⅡstalⅡation q刂a】Ⅲca】二oⅡ ;ⅡQ
证明设备已按规范要求提供并安装 ,并形成文件的过程。

匚GB/T199"-2015,定 义 2。″」

3.21

负载配置 load co⒒ Fig⒒ratioⅡ

规定在灭菌室内的物品组合 ,包 括灭菌室固定部件 ,以 及将要灭菌的物品的数量、类型、分布及

方向。

3.22

维护 maiⅡteΠ aⅢce

用以将物品倮持在、或恢复至具备其所需功能的状态的所有技术和相关管理行为的组含。

3.23

医疗器械 medica】 device

制造商的预期用途是为下列一个或多个特定 目的用于人类的 ,不论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的仪器、设

备、器具、机器、用具 、植人物、体外试剂或校准器、软件、材料或者其他相似或相关物晶。这些 目的是 :

——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 ;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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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补偿 ;

——
解刮或生理过程的研究、替代或者调节 ;

——支持或维持生命 ;

——妊娠控制 ;

——医疗器械的消毒 ;

——通过对取自人体的样本进行体外检查的方式来提供医疗信息。

其作用于人体体表或体内的主要设计作用不是用药理学、免疫学或代谢的手段获得 ,但可能有这些

手段参与并起—定辅助作用。

匚YY/T0287— 2003,定义 3.7彐

注 :本定义出自 YY/T0287—⒛03,由 全球协调工作组制定 (GHTF2002)。

3.24

测 量 链  measuHng chHn

测量设各或测量系统的系列要素 ,其构成从输人(受测量的量值)到输出(测量的结果)的 测量信号

路径。

3.25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小个体 ,包括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

注:特定的标准可能不需要灭活所有微生物来证明灭菌过程的效果,可按上述定义来进行灭菌过程的确认和/或常

规控制 。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⒛彐

3.26

湿热  moist hea!

以蒸汽或液态水方式存在于水分中的热能 ,用 以达到灭活微生物的目的。

3.27

非冷凝气体 Ⅱo△-coΠdeΠ sabⅡe gas

饱和蒸汽过程条件下不能液化的空气和/或其他气体 。

3.28

运行鉴定 operathnal qualiFication;oQ

证明已安装的设备按运行程序使用时 ,是在预定限值 内运行 ,并形成文件的过程。

匚GB/T19971—20H,定义 2.27□

3.29

菇艮叫0月习月田  operatiⅡ g cycle

按照规定顺序执行的程序的所有阶段。

匚IEC61010-2-040:2005彐

3.30

包装系统 packjgmg system

无菌屏障系统和保护性包装的组含。

匚GB/T19971-2015,定义 2.28□

3。 31

性能鉴定 perFormaⅡce q刂aliFicat二on;PQ

证明设备已按操作程序安装和操作 ,可按预定规范 自始至终地生产出符合技术规格的产品 ,并形成

文件的过程。

匚GB/T19971—⒛h,定义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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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预 防 措 施   preventive actio⒒

为消除潜在不合格或其他潜在不期望情况的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注 i:—个潜在不合格可以有若干个原因。

注 2:采 取预防措施是为了防止发生 ,而采取纠正措施是为了防止再发生。

匚GB/T19000-2008,定义 3.6。蚓

3.33

灭菌时间 plateau period

平衡时间加维持时间。

3。 34

过程挑战装置  process cha】 leⅡge device;PCD

经专门设计模拟被灭菌的产品,并对灭菌过程形成确定的抗力 ,用于估算过程的有效性能。
匚GB/T19971-2015,定义 2.33彐

3.35

过程参数 proceε s parameter

由过程变量获得的规定值 。

注:灭菌过程规范包括过程参数及其允差。

匚GB/T19971-2015,定 义 2。 34彐

3.3G

过程变虽 proceε s var二 ab1e

灭菌过程范围内的条件 ,其变化可影响杀灭微生物效果。

示例:时 间、温度、压力、浓度、湿度、波长。

匚GB/T19971-20H,定 义 2.35彐

3.37

产品 prod刂ct

过程的结果 。

注:对于灭菌标准来说,产品为可触及的,可 以是原料、半成品、部件和医疗保健产品。

匚GB/T19971-2015,定义 2.36□

3.38

产品族 prodIct fami】 y

以相似属性区分的,例如 :质量、材料、结构、形状、管腔、包装系统和对灭菌过程表现相似挑战性的
产品集合或子集合。

3.3g

参考挑战装置 reFereⅢ ce chal】 enge device

与密封包装产品或灭菌负载具有已知热关联的装置。

3.40

参考负载 reFereⅢce⒒oad

用以代表难以灭菌的物品的组合的规定灭菌负载。

3.41

参考测二点 reFereΠ c● meaouriⅡ g poiⅡ t

控制周期运行的温度传感器放置的点。

3.42

参考馓生物 reFer●Ⅱce micrt,orgaΠ iεm
从一个公认的菌种保存机构中获得的微生物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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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GB/T19971—2015,定义 2.39□

3.43

重 新 鉴 定  requali▲ catioΠ

为证实某指定过程继续含格而重新进行的部分确认活动。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40彐

3.44

饱和蒸汽  saturated steam

在冷凝和蒸发之间的具有平衡状态的水蒸气 。

3.45

供给服务 services

设各运行所必需的外部资源的供给。

示例 :电力、水、压缩空气、排水管道。

匚GB/T19971-2O15,定义 2。在1彐

3.4G

规 范   speciFicat二 oΠ

阐明要求的文件。

匚GB/T19ρ 71-2015,定义 3.7。叫

3.47

规定  specify

在批准的文件内详细的规定。

匚GB/T19971—20巧 ,定义 2。们彐

3.48

无菌 ster二】e

无存活微生物。

匚GB/T19971—2015,定义 2。在3□

3.49

无菌状态  sterility

无存活微生物的状态。

注:实践中无法证实没有微生物存在的这种绝对说法。

匚GB/T19971-2015,定义 2。钙」

3.50

无菌保证水平 steH】ity assura⒒ ce】evel;sAL

灭菌后产品上存在单个活微生物的概率 。

注:术语 SAL为—定数量值 ,通 常为 10ˉ
ε
或 10ˉ

3。 当采用这个数据来确定无菌时,sAL为 10ˉ
6时虽然为低数值 ,

但比sAL为 10ˉ
g具

有更高的无菌保证。

匚GB/T19971—2015,定义 2。们彐

3.51

灭 菌   steriliΞ atioΠ

经确认使产晶无存活微生物的过程。

注:在灭菌过程中,微生物的灭活的本质是指数型的,这样在一个单个物品上存活的微生物也可以用概率来表示。

而这个概率可以降到一个极低值,但 它永远不会降到零[见 sAL(3.50Ⅺ 。

匚GB/T19971-2O15,定义 2。″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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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灭菌负载 ster二】二〓atioⅡ Ⅱ。ad

同放在—起 ,拟采用一给定灭菌过程灭菌或已灭菌的物品。
匚GB/T19971—2o15,定义 2。 48J

3.53

灭菌过程 sterⅢΞation prOcess

达到无菌规定要求所需的一系列动作和操作 。
注:这—系列操作包括产品预处理(如果需要)、 在规定的条件下暴露于相应灭菌因子和需要的后处理 ,灭 菌过程不

包括灭菌前的清洗、消毒或包装等过程。

匚GB/T19971—2o15,定义 2。 49彐

3.54

灭菌温度  steri】 iΞatioΠ temperature

灭菌温度带的最低温度 。

3.55

灭菌温度范围 steri】 i〓atit|△ temperature band

温度的变动范围,表示为灭菌温度和在维持时间内贯穿灭菌负载的最高可允许温度。
3.56

灭菌室 steriliΞ er chamber

灭菌器放置灭菌负载的部分。

3.57

灭菌因子 ster二】iziⅡ g ageⅡ t

物理或化学物质 ,或这些物质的组合物 ,具有能在规定条件下达到无菌的充分的杀菌活力。
匚GB/TI9971-2o⒗ ,定义 2.50彐

3.58

热能 thermal eΠergy

以热的形式存在的能量。

3.5θ

无菌检验 teεt of steri】 ity

作为确定单元产品或其部分上有或没有活微生物而进行的技术操作 ,是设定、确认或重新鉴定的—

部分。

匚GB/T199"-2015,定 义 2。 珥彐

3。 60

田臼{1‖1  va】 ida1且 on

按要求依据预定规范能持续生产产品的过程所需要的结果 ,它的获得、记录和解释的文件程序。
匚GB/T19971-2o15,定义 2。 55彐

3.Gi

Ξt窆  = va】ue

使 D值成 I0倍变化所需的温度变动值。

4 质二体系管理要素

4.l 文件

4.l。 l 应规定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常规控制和产品放行所需程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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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2 本部分要求 的文件和记录应 由指定人员评审和批准 (见 4.2。 1)。 文件和记 录的控制应符合
IsOェ m85的要求。

4.2 管理职责

4.2。 l 应规定实施且满足本部分要求的职责和杈限。按照 ISO l3485,这 种职责和杈限应授予有能力

的人。

4.2.2 如果本部分的要求由多个具有单独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团体承担实施 ,则应规定每—方的职责和

权限。

4.3 产品实现

4.3。 l 应规定采购程序。这些程序应符含 ISO13485的要求。

4.3.2 应规定产品的识别及可追溯性程序。这些程序应符合 IsO13485的 要求。

4.3.3 应规定符合 IsQ13485或 ISO10o12的 系统 ,用于满足本部分要求的、包括用于测试 目的的仪器
工具的所有设各的校准程序 。

4.4 测量、分析和改进——不含格品控制

应规定不合格产晶的控制和纠正、纠正措施及预防措施 的程序 。这些程序应符合 ⒙013485的
要求。

5 灭菌因子的特征描述

5.l 灭菌因子

5.i。 l 用于本部分的灭菌因子应为湿热。

5.l。2 灭菌因子中包含的污染物不应损害产品预期用途的安仝性。

5.2 微生物杀灭有效性

若湿热使用范围超出广泛认可的条件范围 ,则 微生物的杀灭效果应建立和形成文件。
注:湿热的微生物杀灭效果和它在灭菌过程中的应用已经广泛报道并可在公布的文献资料中见到。

5.3 材料影晌

灭菌因子对材料的影响应根据第 6章和第 7章的要求进行评估。

5.4 环境考虑事项

一般不认为湿热会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然而 ,应对灭菌程序运行环境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并且对
任何保护环境的必要措施进行识别 。此评估应形成文件 ,包括潜在的影响 (若有)和控制措施 (若 已识
另刂)。

6 过程和设备的特征描述

6.l 过程

6.i。 l 总则

应规定所有灭菌过程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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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运行周期的描述 ;

ω 过程参数及其公差 ;

ω 能被灭菌的产品族 ;

ω 产品灭菌前的所必要的预处理要求 ;

ω 参考测量点的位置 ;

o 在空灭菌室内可产生的最小和最大的压力(包括安装的灭菌室附件λ
g) 周期中每个阶段的降压和升压的变化速率以及允差 ;

h) 包含在被允许进人灭菌室中的任何液体 |空气、气体或蒸汽中的每种污染物的最大数量 ,如果
该污染物会对灭菌产晶造成不利影响 ;

0 被测量且用以鉴定所实施的灭菌过程的过程变量 ;

j) 负载配置 ;

k) 任何灭菌负载的尺寸和/或质量的限定 ;

I) 用于确认灭菌过程重现性的定期检测和可接受准则 (若适用λ
m)若使用生物指示物 ,生物指示物(8.5或 8.6)的位置和可接受准则的规定 ;

ω 若使用化学指示物 ,化学指示物(8.8)的位置和可接受准则的规定 ;

o) 灭菌负载的内外全部需要获得的最低的周期杀灭能力 ,和用以确定指定灭菌过程对灭菌负载
的杀灭能力的方法(若使用微生物方法建立灭菌过程的有效性λ

ω 运行周期的后处理 ,若此处理包含于灭菌过程。

6.l。2 饱和蒸汽过程

除了 6。 1。 1的要求外 ,蒸汽进人灭菌器作为灭菌因子的饱和蒸汽灭菌过程的规定应包括 :

ω 维持时间和在此期间于空灾菌室内(包括安装的灭菌室附件)测 得的最低和最高的温度 (及其
位置λ

ω 在维持时间内,参考测量点的温度测量值和测得的灭菌室压力对应的饱和蒸汽-压力对应表中
的理论蒸汽温度值之间的最大差值 ;

ω 除非另有证实 ,凡属于 6。 1.1ω识别的产品族 ,已 知其所包含的材料 ,由 于其设计或负载配置而
对蒸汽渗透有所限制 ,则应提供用于证实非冷凝气体水平的蒸汽渗透试验的描述 ,无论该非冷
凝气体经由蒸汽供应而进人灭菌室内、真空阶段空气泄漏进人灭菌室或由于运行周期的空气
排除不充分 ,该水平都不应影响饱和蒸汽存在于灭菌物品表面 ;

ω 若水对灭菌产品及其包装系统的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进人灭菌窒的饱和蒸汽中允许悬浮的
水的最大量 ;

ω 用以证实或判定 6.1.1c)、 6.1.1j)和 6.1。 1k)所识别的灭菌负载的灭菌过程有效性的参考
负载 ;

f) 对于监测装置及其位置以及其结果的解读的描述 ,若该装置被用于检查所规定的灭菌过程的
实施 ;

ω 通过质量变化和可见水分确定的参考负载干燥度。

ε。l。 3 密封包装产品的过程

除 6。 1.1要求外 ,对于由指定属于 6.1.1c)识别的产品族的产品组成的灭菌负载 ,和一个已知的最难
灭菌的负载配置 ,灭菌过程的规定应包括下列信息 :

ω 产品和密封容器的详细情况 ,或若适用的参考产品 ;

b) 灭菌室内灭菌负载的尺寸及其位置、定向及其支持系统 ;

c) 在灭菌器空载时和有负载时在负载周围的空余空间测得的、用以确定所运行周期实现其杀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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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阶段的温度曲线和位置 ;

d) 对于运行周期实现其杀灭能力的阶段 ,最高和最低的温度及其变化率 ;

ω 建立测量最高和最低温度的位置的方法。

6.2 设备

G。 2.1 应规定用于实施灭菌过程的设各 ,这些规定应包括 :

a) 设备 ,连 同所有必要的配套设施。

b) 设各和配套设施的所有部件的构造材料 ,这些部件用以包含和传递蒸汽或其他任何进人灭菌

窒的气体或液体匚见 6。 1.1h)□ 。

ω 对于用以控制、指示、监测灭菌过程及为灭菌过程提供电子或永久记录的每个测量链 :

1) 测量链的描述 ;

2) 传感器的特征和位置 ;

3) 可追溯到国家校准标准的测量链校准的确认方法。

d) 压力变化的最大变化率。

ω 可被灭菌设备识别的故障 ,连 同任何可视、可听或可记录的报警。

o 包括用于人员控制或环境保护的安全特征。

g) 设备的排放物排人环境符合当地、地方或国家规定的符合性声明。

h) 若运行周期需要真空 ,用于确定灭菌室空气泄漏水平的试验的描述和可接受准则。

i) 若适用 ,装置 (虫口空气探测器)及其设置的描述 ,用 于探测供给灭菌室的蒸汽中含有的,或灭菌

过程的空气排除阶段后残存于灭菌室内的非冷凝气体(包括空气)。

G。 2.2 应规定设备和配套设施的操作程序 ,这些规定应包括 :

ω 自动控制器预设的运行周期和能够改变程序的方法 ;

ω 操作步骤的说明 ;

ω 可以识别未能获得的过程参数的方法以及在这种情况下的措施 ;

ω 校准和维修说明 ;

ω 可以识别控制、指示或记录的测量结果的错误的方法 ;

f) 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

G。2.3 应规定设备安装的位置 ,这些规定应包括 :

● 设备安装的位置、空间和环境。

ω 安装说明。

ω 设备正确运行所必需的每项供给的详细内容 ,包括(若适用):

1) 隔离方式 ;

2) 最小和最大压力 ;

3) 最高温度 ;

4) 最小流量 ;

5) 过滤 ;

6) 最低和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 ;

7) 饱和蒸汽中非冷凝气体和液态水的最高水平 ;

8) 每种污染物的最大数量。

d) 支持设备主要重量的部件的承载结构。

ω 输送蒸汽、气体、空气和水进人待安装灭菌器的空间的部件的构造材料。

o 设备的排放物排人环境符含当地、地方或国家规定的符含性声明。

6.2.4 灭菌室的灭菌负载支持系统不应妨碍灭菌室达到一致的灭菌条件 ,也不应导致产品和/或包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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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

6.2.5 应提供方法确保未达到规定的过程参数并不会导致无效的灭菌过程显示为有效。
G。2.6 设备制造商应建立软件应用、更改的程序文件 ,和 /或软件可能影响设备相对于其规格的—致性
的生产的应用。        .

7 产品确定

7.l 应规定待灭菌的产品。

7.2 应规定产品的包装系统《若使用),同时包装系统应符合 1sO116o7的 要求。
7.3 应规定产品及其包装系统所属的产品族。

7.4 应规定产品族的分属准则。

7.5 应定义过程挑战装置(PCD),如该装置用以代表产品及其包装系统对灭菌过程的挑战。
7.G 对于每个过程变量 ,应规定产品及其包装系统(若使用)能暴露其中的限值。限值应根据使用的所

有材料与材料的组合予以识别。应识别产品在任何过程变量的组合下暴露或重复暴露(若适用)最不利

灭菌因子条件时 ,对其物理和化学特性以及生物相容性的影响。

过程参数的示例包括 :

—̄—温度 ;

——限定值的维持时间 ;

——压力 ;

——压力的变化速率 ;

——温度的变化速率。

注:要规定这些过程参数的限值,因为超过规定的限值会对产品和/或其包装的性能有不良影响。

7.7 若产品和/或其包装系统存在的含水量会影响到灭菌过程的效果 ,则应规定其限定值。

7.8 当暴露于建议的灭菌温度和暴露次数时 ,密封包装产品的稳定性和性能不应受到不利影响。

7.g 若灭菌后残留在产品上的污染物会影响产品的完整性 ,污染物种类及可接受的最大限值应予以

规定。

7.10 应对系统进行规定 ,以 确保产晶和/或包装系统灭菌时不会影响灭菌过程的有效性。该系统应至

少包括以下要素 :

● 有效的清洁和消毒(若预期再处理),包括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 ,若适用(比如 ,硬质灭菌容器);

ω 暴露于灭菌过程之前或之后包装系统的完整性 ;

ω 可能会影响产品生物负载的局部环境控制 ;

ω 当使用基于生物负载的方法决定过程参数时 ,应按照 ISO1173⒎1对生物负载进行评估。

8 过程确定

8.i 应规定灭菌过程的过程参数及其限值。若适用 ,应测量并使用物理参数建立过程 ,用 以核实过程

的可重复性。

8.2 应规定灭菌过程在产品内和/或外需要取得的最低灭菌保证水平《sAL)。

8.3 灭菌过程不应将产品及其包装系统(若使用)暴露于超过 7.6规定的过程参数水平和 7。 9识别的污

染物水平。

8.4 若使用饱和蒸汽对产品灭菌 ,在维持时间开始时 ,空 气残留和非冷凝气体的水平不应阻碍饱和蒸

汽与产品的所有表面接触 ,包括内腔、管腔和管路的表面。

8。5 如果按照在 8.11a)中 的描述使用生物指示物作为建立灭菌过程的一部分时 ,生 物指示物应符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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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H38-1和 IsO1113⒏3的要求。应识别微生物菌种、数量、抗力和产晶的形式 ,并应考虑已使用和

预期灭菌过程的特性以及预计或待确立的生物负载水平。

产品的形式可包括产品接种或在产品内放置接种载体。

8.6 根据 8。 Hb〉
`c)和

/或 d)描述的方法 ,若生物指示物系统被作为建立饱和蒸汽灭菌过程的一部分

时 ,生物指示物系统应符合 IsO H13s-1和 IsO H13⒏3的要求。

8.7 对于密封包装产品 ,当 暴露于预期灭菌过程时 ,产 品及其包装系统对于试验菌种杀灭能力应为

已知。

8.8 如果化学指示物用于建立灭菌过程的一部分 ,化学指示物应符合 ISO11H0的 适用部分 ,并且在

灭菌过程之前、之中和之后 ,化学指示物的反应、污染和/或转移不应对医疗器械有不利影响。

8.g 用于评估规定灭菌过程对根据第 7章识别的产品进行的灭菌,PCD的有效性、试验方法和可接受

准则应建立并形成文件。

8.10 灭菌过程应至少由以下内容之一建立 :

—∷医疗器械制造商 ,和 /或包装材料制造商和/或灭菌器制造商(见 1SO17664)提供的数据 ;

———÷与已经规定产品族的产品有相似性 ;

——将提供规定的 sAL值的运行周期的开发。

8.ll 在灭菌过程中于产晶内和/或产晶表面取得的 sAL值应 :

a) 通过已知的生物负载而建立(参见附录 B和附录 C);或

b) 通过
“
过度杀灭

”
的方法而确定 ;或

ω 通过证明在维持时间内,产晶的所有部分都暴露于国家标准或法规规定的过程参数 ,予 以定

义 ;或

ω 被认为是与 ω中的规定相等同或超过其要求 ,若产品属于规定的灭菌过程适用的产晶族 ,同

时该灭菌过程的平衡时间不超过相同产晶族的产品所允许平衡时间的最大值。

8.12 对于通过微生物方法建立的灭菌过程 ,以 下内容适用 :

——生物负载的确定应按照 ISO1173⒎1进行 ;

——无菌试验应按照 IsO H737乇 进行 ;

——用于建立过程的产品应能代表常规生产的产品 ;

——使用的设备应能重复运行实现比灭菌过程低的杀灭能力的过程参数组合 ,这个低杀灭能力的

微生物灭活水平允许针对总结果使用插值法计算。

8.13 暴露于灭菌过程后 ,产 品及其包装若需要处理以保持其无菌 ,则应规定该处理。

9 确认

θ。l 通则

θ。l。 l 确认的每个阶段均应依据程序文件执行。

θ。l。2 确认过程中,所使用的每个固定和便携设备中的部件应符合规定 ,对此应予验证。

9.1.3 应记录和证实确认过程中,产 品、设备或灭菌过程的任何更改 ,其有关规格也应相应修改 (同 时

见第 12章 )。

g。
i。4 用于确认的每个试验仪器的测量链应有 :

——可追溯到国家标准的校准 ;

——有效的维修维护证书(若适用);

——根据技术和适用的管理要求验证的校准状态 ;

——按照用以控制灭菌过程和判断测试结果所使用的测量链的数值 ,进行校准的验证。

θ。l。5 装置于灭菌器的仪表所指示和记录的数据与在相近位置放置的独立传感器记录的数值 ,两者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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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性应予以验证。

θ。i。6 若适用 ,应在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过程中对故障识别系统功能以及性能规定的符合

性予以验证。
g。

l。7 如果现有的灭菌器和灭菌过程被用于新产品灭菌时 ,若没有对设各或现有灭菌负载作出影晌既

有灭菌过程的改变 ,安装鉴定和运行鉴定阶段可予忽略。

θ。l。8 应验证将要执行的定期试验的有效性匚见 6.1。 1D和 10。 川。

9.2 安装鉴定

9~2。 ∶ 设备

应验证设备和文件符合 6.2。 1、 6.2.2和 6.2.3的要求 ,以及供给服务符合 6.2.3的要求。

θ。2.2 安装

应验证安装符含 6.2.3的要求。

θ。2.3 功能

应验证 6.2。 1详述的设备和安全操作系统能按规格运行 ,运 行周期与 6.1.1a)一 致 ,同 时没有任何

来自供给或设备的泄漏。

9.3 运行鉴定

9.3。 l 运行鉴定应证明已安装的设备能按照第 8章中的定义实施灭菌过程 ,并且应按照 6.1列举的每

项要求(若适用)建立数据。

θ。3.2 所使用温度传感器的数量和位置的原理 ,其用于证明在空灭菌室内(包括固定部分),也可包括

在测试负载(若使用)内 的温度分布达到要求 ,对此应予文件化。

θ。4 性能鉴定

g。 4.1 性能鉴定应证明,产品使用常规灭菌的设备并已暴露于规定的灭菌过程。

θ。4。2 用于证明灭菌负载已符含要求的温度传感器的数量和位置 ,其原理应予以文件化。

9.4.3 检查应包括并验证 :

ω 文件证实安装鉴定和运行鉴定合格 ;

b) 灭菌测试负载构成的产品会被常规处理 ,且该产品所属的产品族与灭菌过程分属的产晶族一

致 ,或该产品能代表对灭菌过程构成最大挑战的产品族 ;

● 包装系统与预期用于常规生产或再处理的产品的包装系统相同 ;

ω 预处理符合 6。 1.1dλ

ω 负载配置符合 6.1。 1j)并 且已知为最难灭菌 ;

o 灭菌负载的尺寸和/或质量符含 6.1.1k)。

θ。4.4 对于以下每项内容 ,研究应予建立 :

ω 与第 8章中规定的灭菌过程以及在 7.6中规定的过程变量限值一致。

ω 若适用 ,在 6.1.3中要求的数据。

ω 在 6.1。 1e)、 6.1.1m)和 6.1。 1n)中 指定的位置 ,产 品内外的暴露曲线。

d) 使用 6.1.2定义的过程 ,在维持期间测得的灭菌负载内的维持时间和最低以及最高温度及其

位置。

ω 6.1。 2ω 识别的在灭菌过程的灭菌时间的温度曲线 :

1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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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考测量点测得 ;

——在灭菌负载内外测得 ;

——由灭菌窒内的压力确定。

注:在确定测得温度和计算温度之间最大允差时 ,需关注国家或地方的要求 ,如 ,见 GB8599。

D 化学指示物的反应 ,若适用 (见 8.8)。

g) 过程挑战装置的反应 ,若适用。

h)包装系统的完整性 ,若适用。

θ。4.5 如果灭菌过程是基于生物负载或通过微生物方法 (见 8.5或 8.6)来 验证 ,则 除测量物理参数外 ,

还应将生物指示物放置在位于 9.4。 吐中指定的位置的产品内和/或外 ,然后暴露于以下条件之一 :

——将灭菌过程的杀灭能力降至与该生物指示物相当;将该灭菌处理的结果插值计算 ,以证明在应

用该灭菌过程情况下 ,能够满足最低微生物杀灭有效性的规定要求。
—一̄在灭菌过程参数的允差低端进行完整的灭菌周期 ,处理的结果用于证实在应用该灭菌过程情

况下 ,能够满足最低微生物杀灭有效性的规定要求这一预测。

——“
过度杀灭

”
的处理。

注:参见附录B、 附录C和附录D。

θ。4。θ 性能鉴定应包括灭菌负载经⊥系列至少连续 3次暴露于灭菌过程 ,这证明与灭菌过程规定一致

并且灭菌程序具有可重复性。

9.4.7 性能鉴定过程中不符含灭菌程序规定的项目应予以评审并纠正。

若故障原因与被确认灭菌过程的有效性无关 (见以下示例),则可将该测试形成文件 ,因为与灭菌过

程的性能无关而无需再连续暴露 3次 。

示例:电源故障、供给损失和外部显示设各故障。

9.5 确认的评审和批准

g。 5.1 对于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过程中汇集的或产生的信息 ,应评审其与确认过程中每个

阶段规定的可接受准则的一致性。评审的结果应形成文件并批准(见 4.1.2)。

9.5.2 应证实灭菌过程的规格 ,包括过程参数及其容差。该规格应包括将特定灭菌负载分属于灭菌过

程的符合性准则 ,形成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ω 能进行处理的产品族 ;

ω 负载配置 ;

● 灭菌负载的尺寸和/或质量 ;

ω 产品的任何预处理步骤 ;

ω 包装系统和包装方法的描述 ;

f) 医疗器械在包含有多种医疗器械的包装内的分布 ,若适用 ;

ω 定期试验(见 10.3);

ω 过程挑战装置和与之相关的产品族 ;

◆ 生物负载 ,若适用。

iO 常规监测与控制

10.1 应对每个运行周期进行常规监测和控制。

10.2 维护合格和再次认证(若适用)的证据应予以验证。

10.3 (若适用)设备的运行状态应通过来自以下方面(不限于这些方面)的定期试验的证据予以验证 :

a) 空气泄漏进人灭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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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人灭菌室的饱和蒸汽或热传导介质的质量(可能包括对非冷凝气体、真空泵给水的电导率、

污染物、水分的检测λ

ω 自动控制 (例如 ,用于验证运行周期持续芷确运行的测试);

● 蒸汽渗透 ;

● 灭菌过程 (例如 ,用于验证灭菌过程倮持可重复性的测试 )。

10.4 灭菌过程的实施应通过化学指示物(见 8.8)或 (若使用)生物指示物系统 (见 8.5或 8.6)的结果 ,

和通过证实常规监测的数据与确认获得的数据在规定的容差内相匹配 ,得到验证。

lO。 5 对于饱和蒸汽过程 ,应包括以下数据(若适用):

a) 灭菌时间内的灭菌温度、灭菌室压力和理论蒸汽温度 ;

b) 灭菌时间 ;

ω 至少包括运行周期每个阶段的灭菌室温度和灭菌窒压力 ;

d) 由过程挑战装置获得的结果 ;

ω 过程监测系统的温度和/或压力 ,若作为过程控制的一部分使用时。

lO。G 对于密封包装产品的过程 ,数据应包括(若适用):

ω 在参考挑战装置中测得的温度 ,若作为过程控制的一部分使用时 ;

b) 加热、暴露和冷却过程中灭菌室温度和灭菌室压力的曲线 ;

c) 放置在 9.4.4c)中 识别的位置处的产品在加热、暴露和冷却过程中的温度曲线 ,若作为过程控

制的一部分使用时 ;

d) 灭菌时间或维持时间 ;

e) 灭菌室内的加热介质达到均质状态所需过程参数的数值 ;

o 为证实包装系统的干燥度和完整性 ,对灭菌负载进行检查的结果。

lO。7 所有的记录应根据 4.1.2予 以保存。

11 灭菌后的产品放行

ll。 l 应规定用于灭菌过程记录的评审和灭菌后产品放行的程序。该程序应明确将灭菌过程视为合格

的要求(适当时参见 9.5.2和 10.3)。 如果不符合要求 ,应认定产品为不合格并根据 4.4进行处理。

ll。2 应规定系统以确保能清晰区分处理过和未处理过的物品。

12 保持过程的有效性

12.l 持纹有效性的证明

12.l。 l 待灭菌的产品应符合 :

ω 第 7章的产品定义 ;

b) 在 6。 1.1j)中 定义的负载配置 ;

ω 在 6.1。 1k)中 定义的尺寸和质量准则。

12.l。2 应验证在规定间隔时间内定期试验、校准、维护任务及再鉴定已正确完成。

12.1.3 应定期验证产品的准备和/或包装的环境质量。

12.l。4 应规定并强制执行在制造和/或包装区域中的人员的卫生、清洁和着装的要求。

12。 l。5 若灭菌过程使用真空 ,应在规定间隔时间进行空气泄漏试验。

12。 l。6 如果灭菌过程依赖将空气排出灭菌室以使饱和蒸汽快速而均匀地渗透人灭菌负载 ,则应每天

在使用灭菌器之前进行蒸汽渗透试验。

使用对灭菌过程中空气排除和蒸汽渗透具有确定挑战的装置进行蒸汽渗透试验。对于工业灭菌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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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对一致的、确定的、已知的不阻碍蒸汽渗透的负载进行灭菌 ,也可使用基于规定的物理参数测量

和对于过程失败的可能性所进行的风险评估的替代方法进行测试。

12.1.7 产品应符合生物负载的要求 ,若适用。

12.2 再校准

应根据 在。3.3定期验证每个测量链用于控制、指示或记录灭菌过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2.3 设备维护

12.3。 l 预防性维护应按照程序文件进行计划和执行。

12.3.2 设各在所有规定的维护任务已经成功完成并被记录之前不应用于处理产品。

12.3.3 应保存维护计划、维护程序和维护记录 ,并 由指定人员定期评审(见 4.1.2)。 评审的结果应形成

文件。

12.4 再鉴定

12.4.1 用于确定的产品和规定设各的灭菌过程应在规定时间间隔和任何改变评价后进行再鉴定 ,再

鉴定进行的程度应予以证实。

12.4.2 再鉴定程序应予以规定且再鉴定报告应予保存(见 吐。1。 ⒛。

12.4.3 再鉴定数据应按照文件规定的程序对比可接受准则进行评审。再鉴定数据连同纠正和所做的

纠正措施的报告应予以保存(见 4.1.2)。

12.5 变更评估

应评估对灭菌过程有效性影响的任何变更。需考虑的变更应包括 ,若适用 :

ω 能引起过程参数变更的部件的更换 ;

b) 能引起进入灭菌室内泄漏量增加的部件的更换 ;

ω 灭菌室内均质状态的变动 ;

d) 新的或经修改的软件和/或硬件 ;

ω 过程参数的任何变更 ;

o 供给服务和对供给服务维护的结果的任何变更 ;

g) 包装和/或包装程序的任何变更 ;

h) 负载配置的任何变更 ;

0 产品材料、材料来源或设计的任何变更。

评估的结果应形成文件 ,包括作出决定的理由,以及灭菌过程、产品或再鉴定的要求的变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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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指  南

注 1:本附录中所列出的指南不能作为评估遵守本部分的清单,指南的目的是通过提供解释和用于实现特定要求的
可接受的方法,从而有助于获得—个对本部分的一致理解和执行。可以使用本指南之外的其他方法,但是应
证明所选方法的使用是有效遵守本部分的。

洼2:为了便于检索,附录中的编号方式与本部分的编号—致。

A。 1 范围

已确定的文件化程序的有效执行对于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是必需的。通常

认为此类程序是质量管理体系的要素。通过标准化地参考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ISO134859本

部分识别并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的要素 ,这些要素对于灭菌过程的有效控制是必要的。本部分既不要

求执行符合 IsO13485的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也不要求第三方机构评估本部分规定的质量管理体系

的要素。应当注意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医疗器械制造的质量管理体系及第三方机构对此类体系的

评估的法规要求。

A。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的要求是本部分的要求 ,但引用程度仅在于本部分的引用部分 ;引 用部分可能

是整个标准或仅限于特定条款。

A。3 术语和定义

无指南提供。

A。4 质二管理体系要素

注:见 A。 l。

A。 4。 l 文件

ISO13485:2003中 吐。2.3和 4.2.4分别规定了文件和记录的控制要求。

在 ISO13佣 5:2o03中 ,文件的要求涉及文件(包括规范和程序)和记录的产生、控制。

A。4.2 管理职责

ISO13485:2003中 5.5规定了责任和权利方面的要求 ,人力资源方面的要求见 ISO13485:2003中

6.2。

IsO13485中 ,管理职责的要求涉及管理承诺、以顾客为关注焦点、质量方针、策划、职责、权利和沟

通 ,以 及管理评审。

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可以包括许多独立的单位 ,每个独立的单位负责某些要素。本部

分要求定义承担特定职责的单位 ,同 时要求这些定义形成文件。权利和职责的定义要在单位的质量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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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中形成文件。要求承担本部分规定要素职责的单位指派这些要素给有能力胜任的人员,这些人

员的能力通过合适的培训与获得相应资格予以证明。

A。 4.3 产品实现

注g IsO13485中 ,产 品实现的要求涉及产品生命周期 ,包括顾客要求的确认、设计和开发、采购、生产控制和监测与

测量设备的校准。

A。 4.3。 l 采购要求见 ISO13485:⒛ O3中 7.4。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IsO13485:2003中 用于采购产 品确

认的条款 7.4.3适用于来 自组织之外的一切产品和服务 。

A。 4.3.2 识别和可追溯性方面的要求见 ISO13485:⒛ 03中 7.5.3。

A。 4.3.3 监测和测量设备校准的要求见 1SO"胡 5:2003中 7.6。

A。 4.4 测量 、分析和改进——不合格品控制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和纠正措施程序分别见 Is013茌 85:2003中 8.3和 8.5.2。

在 IS013485中 ,测量、分析和改进的要求涉及过程监测、不合格晶控制、数据分析和改进 (包括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A。5 灭菌因子的特征描述

本活动的目的是描述灭菌因子的特征 ,阐 述微生物有效性 ,评价暴露于灭菌因子对材料方面、人员

安全识别要求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本活动可被一个测量或典型系统承担 ;最终的设备规定宜涉及使用任何试验或典型系统承担的试

验性研究。

A。6 过程和设备的特征描述

本活动的目的是描述整个灭菌过程和安全可重复的实现灭菌过程的必要设备的特征。

一个灭菌过程针对一个特定的产晶族和负载配置建立。本说明宜包括通过运行周期定义暴露曲线

的过程参数和用于证实可重复性的过程参数。宜识别形成杀灭能力的暴露的比例 ,以及定义能影响杀

灭力和产晶性能的过程参数的上下限。灭菌过程的说明和实现过程的设备宜包含充分的、当暴露一个

新的产品或负载配置时讨论过程定义考虑的细节。

A。7 产品确定

本活动的目的是定义即将灭菌的产品,包括灭菌之前产品的微生物特性 (生物负载)和产品包装方

式及灭菌时表现的方式。

用于构造和包装产品的材料的结含宜能忍受在湿热过程中典型的过程。宜定义任何由产品设计和

使用材料造成的限制。

A。8 过程确定

本活动的目的是确定一个灭菌过程详细的参数适用于确定的产品,不降低产品安全、质量和性能

要求。

灭菌过程可与已经证实为某相同产品族的处理产品的设备相区分开来。可通过制造商区分或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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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品所在产品族研发。宜观察在所有情形下 ,过程参数的限值和定义产品时规定的暴露限值。
运行周期的示例在附录 E中有图示。

A。9 确认

确认的目的是建立在过程确定中发展而来的灭菌过程能被有效可重复地实施到灭菌负载。确认由
许多可识别阶段组成 :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设备、服务和安装说明的

一
致性在安装确认期

间鉴定。规定的灭菌过程的实施在运行鉴定期间建立 ,并且产品内和/或产品表面要求的 sAL值的获
得在性能鉴定期间建立。

A。 lO 常规监测与控制

日常显示和控制的目的是确保证实的灭菌过程已经实施到产品。这可将灭菌过程期间和用于证实

规定灭菌过程能被实施的定期试验中获得的数据作为证据。

A。 i1 灭菌后产品的放行

产品灭菌完成的目的是确定产品已经被成功暴露于规定的灭菌过程并且能被取出使用。

A。 12 保持过程的有效性

本活动的目的是识别和执行 ,预测规定灭菌过程在 日常处理期间宜持续传递到产品所必要的检查

和试验。

引发疑问的任何关于将传递到灭菌负载的杀灭力变更宜有评审j每个证实的要素和日常显示的责

任方在表 A。 1中显示。

表 A。 l 灭菌因子特征和灭菌过程开发、确认和日常控制的要素

要素 目的 组 成 责任方

质量体系
提供—个控制灭茵过程所有

阶段的结构

管理职责、设计控制 t产 品实

现、测量、分析和改进
涉及承担要素的所有纽织

灭 菌 因 子 的 特 征

描述

定义灭菌 因子及其微生物

特征

灭菌因子定义、微生物有效

性、材料影响
灭菌过程的研发者

灭菌过程和设备特

征的描述

定义整个灭菌过程和执行过

程必要的设备

灭菌过程描述、设备说明、辅

助设备、服务定义、安全 和

环境

灭菌器制造商 ,与 灭菌过程开

发者合作 ,若适用

产品确定 确定进行灭菌的产品
产品说明、包装材料、灭菌前

的产品质量

进行灭菌的产品的制造商 (和

灭菌器制造商 ,基 于灭菌设备

的声明)

过程确定

为完成识别产品的无菌同时

维持产品的安全和性能而确

定的灭菌过程

研发、生物安全、处理残 留、

产 品相 容 性、再 次 灭 菌 的

限制

进行灭菌的产品的制造商 ,若

合适可与灭茵器制造商相结

合 ,医疗倮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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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l(续 )

要萦 目的 组成 责任方

确 认
证明确定的灭菌过程能被有

效和可重复传递到灭菌负载

安装鉴定 、运行鉴定、性能鉴

定、评审和确认的批准

对产品进行灭菌的责任组织

(或 产 品制造商或再处理设

施),若 合适可与灭菌器制造

商结合 ;产 品制造商或再处理

机构 ,若合适可与灭菌产品的

组织结舍

常规检测与控制

证明确认 的灭菌过程在确定

的公差内已被实施到灭菌负

载内的所有物品

灭菌负载、配置、灭菌过程显

示 、记录批 、定期试 验 t记 录

倮持

产品制造商或再处理机构

灭菌后的产品放行

评审 日常控 制程序 的记 录 ,

决定 — 个 特 殊 灭 菌 负 载 的

布置

记录评 审、指 示 物 试 验 (若

有 )、 产品处理、纠正措施 (若

有 )

产品制造商或再处理机构

倮持过程的有效性
确倮证实灭菌过程 的持续可

接受性

灭菌器制造商、产品制造商或

再处理设施 ,若 合适连同对产

品进行灭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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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基于灭活自然状态微生物菌群的过程确定

(基于生物负载的方法 )

B。 1 概述

关于本方法 的指南和讨论 已在文献 中给出,例 如 HdversoΠ and Zeigler1932"冂 ,Pflug and

Holcomb1983[4刂 ,PDA1978E4四  和 Pflug1999匚 43彐

。

该方法要求对 自然状态下的生物负载有广泛的认知。可以代表性的出现的生物负载宜根据
ISO11737-1进 行确定。对于热抗性 ,可能需要筛选不同菌株。

B。2 取样

用于研究过程定义所选取的产品宜代表日常生产的产品。

B。3 程序

B。 3。 l 产品宜被暴露在预期灭菌过程的预定增量的灭菌因子中。

B。3.2 宜建立增量所要求的精确和准确性 ,并且灭菌因子的释放宜被控制并监测以符合确定的限值。
B。3.3 在暴露于灭菌因子之后 ,产品宜单独进行无菌试验(见 IsO11737-2)。

B。3.4 将了解到的在无菌试验中显示无菌生长的产品比例和暴露于灭菌因子的程度之间相关联的知

识用于定义灭菌过程。

B。3.5 经识别的水平的灭菌宜进行三次以证实其可重复性。

B。4 后续

在确定的时间间隔内使用代表常规生产的产品宜证实灭菌过程持续的合适程度。

该方法要求对生物负载持续进行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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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

基于参考微生物的灭活和待灭菌产品生物负载的知识的过程确定

(基于生物负载结合生物指示物的方法 )

C。 l 概述

有关本方法的指南和讨论能在 GB19972中 找到 ,并见诸文献 ,如 Hdver⒃ n and Zogler1932[37彐 ,

Pflug和 Holcomb1983E44],PDS1978匚
42] 和 Pflug1999匚 43彐 。

C。2 程序

C。 2。 l 宜确定产晶内最难灭菌的位置。

C。2.2 由已知数量的对灭菌因子具有已知抗力的微生物组成的、对灭菌过程构成的挑战宜通过以下两

者之⊥建立 :

ω 在产品内最难获得灭菌条件的位置或位置的代表处放置生物指示物 ;

b) 在产品内最难完成灭菌条件的地方使用参考微生物进行产品接种。

注 :接种的产品可被认为是生物指示物 (见 8.5和 IsO1113⒏ 1)。

C。2.3 挑战装置的包装宜与日常生产产品的包装相同,并且宜被放置在最难获得灭菌条件位置处的灭

菌负载内。

C。2.4 宜将灭菌负载暴露于灭菌因子中,选定的条件的杀灭能力低于常规灭菌 ,以 便不是所有的参考

微生物都被灭活。

C。2.5 经定义的灭菌处理宜进行三次以证实其可重复性。

C。2.6 存活的微生物数量宜通过直接计数确定或通过最大可能数技术估算。

C。2.7 参考微生物的灭活比率宜予以计算。

C。2.8 通过了解生物负载匚根据 8。Hω建立彐和参考微生物灭活比率 ,可以确定获得规定的无菌性所要

求的灭菌处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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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

基于参考微生物灭活的传统过程确定 (过度杀灭的方法)

D。 i 概述

D。 i。 1 本附录描述了基于参考微生物灭活的过程。该过程被广泛使用并经常用来进行可重复利用的

物品的灭菌。确认这些产品的灭菌过程要求用一个不同于未使用产晶灭菌过程的方法 ,因 为灭菌过程

的挑战很难定义 ,并且灭菌预处理很难确认和控制。在此情形下的灭菌过程经常将传递处理保守设计

成超过要求完成的规定的无菌水平。该处理经常被称为
“
过度杀灭

”
,能通过基于一种试验微生物的计

算确定(仝周期方法),或通过—个定义微生物的减少水平来确定 (部分周期方法)。

D。 l。2 过度杀灭的方法最适含用于能通过线性描述灭活动力学的灭菌过程。

D。 l。3 指南和过度杀灭方法 的讨论在 GB19972中 给出,并 在参考文献 Halverson and Zeigler

1932E3冂 ,Pflug and Holcomb1983E4硅 彐,PDA1978[42彐 和 Pflug1999匚 43]中
给 出 。

D。2 程序

D。 2。 l 宜确定产品内的最难完成灭菌的位置。

D。2.2 灭菌过程的挑战宜通过以下两者之一创立 :

ω 在产品内最难完成灭菌条件的位置或位置的代表处放置生物指示物 ;

ω 在产品内最难完成灭菌条件的地方使用参考微生物进行产品接种。

注:—个接种的产品可被认为是生物指示物(见 8.5或 8.6和 IsO1113⒏ 1)。

D。2.3 挑战的包装宜与日常生产产品的包装相同并且宜被包含在放置到灭菌条件最难达到的位置处

的灭菌负载内。

D。3 部分周期方法

D。 3。 l 灭菌负载宜被暴露在设计处理传递水平降低条件下的灭菌因子。

D。3.2 在生物指示物上符合 Is0111sB-3的 使 106微生物灭活的处理程度宜进行确认。

D。3.3 确定的处理水平宜重复执行三次以证明其可重复性。

D。3.4 如果确认了 106存活微生物灭活 ,考虑到灭菌因子灭活动力学特征和生物指示物上的微生物数

量和抗力 ,通过对 10ˉ
6或

更好的预测存活概率进行推算来决定处理的程度。

D。3.5 处理程度能被保守定义为使用处理水平降低的两倍。

D。4 全周期方法

D。 4。 l 灭菌负载宜暴露于在传递处理水平将使符含 ISO11138-3的 生物指示物灭活的条件下的灭菌

因子。

D。4.2 生物指示物的菌含量至少宜超过 0.5与 log以 10为底的对数的乘积 ,可通过 Fu。
⒓
和确定的生

物指示物 D1⒛来计算。这要考虑到微生物操作的影响和因为与产品或污染材料相接触造成的试验菌

D值的变更。

2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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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通过式(D。 1)计算 :

F阮 =D121(lgNO— lgiV)    ⋯⋯⋯⋯⋯⋯⋯⋯⋯⋯ (D。 1)

武中 :

D】 21—
—生物指示物暴露温度为 ⒓1℃ 时的 D值 ;

NO——生物指示物的预暴露存活数量 ;

N ——生物指示物的暴露后存活数量。

D。4.3 对湿热有高抗性并适合使用此方法的微生物 ,例 如 ,嗜 热脂肪杆菌、环状芽孢杆菌、生孢梭菌和

萎缩芽孢扦菌。

D。 4.4 能在灭菌室 内发生 的传递杀灭力变动和能引起 阳性试验片的概率宜被包含在计算 中以确

定 F。 。

D。 4.5 对于 目标 FO,灭菌负载宜被暴露于灭菌因子以确定有无灭活。若试验结果确定 ,该处理水平是

可接受的 ,则 宜完成两个重复周期以证明其可重复性 ,并确认灭菌过程传递的定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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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运行周期

注:本附录描述了用于湿热灭菌的典型⊥作周期Q图示为典型示例。

E。 l 饱和蒸汽——重力排气系统

E。 l。 l 本周期最早预期用于表面灭菌 ,因 为无法确定空气从织物和管腔的排除 ;当 蒸汽作为载热体时 ,

也被用于容器中液体的灭菌过程 。

E。 l。2 饱和蒸汽灭菌周期的灭菌室排气 口的温度和压力曲线的示例见图 E。 1。

E。 l。3 灭菌过程由以下三个主要阶段组成 :

ω 加热阶段 :打开排气 口,饱和蒸汽通人灭菌室或在室内产生 ,直至达到规定要求 ,通常由温度的

测量来决定。然后关闭排气 口,同 时饱和蒸汽继续进人或在灭菌室产生直至达到灭菌温度和

相应的饱和蒸汽压力 。

b) 灭菌阶段 :灭菌室内饱和蒸汽维持灭菌温度的规定时间。

ω 冷却阶段 :该阶段可因产品类型不同而变化。为避免快速减压 ,需 向灭菌窒通人空气 ,而后恢

复至正常大气压。当对密闭容器中的液体进行冷却时 ,需 向灭菌室通人经过滤的压缩空气。

当灭菌室内压力恢复至常压 9密闭容器达到安全温度时 ,本阶段即告结束。

说明 :

X——时间 ;

Y——温度←——— ),饱 和蒸汽压力 (-ˉ-⋯ˉ̄);

1——加热阶段 ;

2——灭菌阶段 ;

3——冷却阶段 ;

a——排气结束。

图 E。 l 饱和蒸汽重力排气周期的灭菌室温度和压力由线示例

E。2 饱和蒸汽——强排气

E。 2。 l 本周期主要用于很难排除空气的产品,比如多孔材料、管路和/或腔体及包装物。它可用于接触

表面的灭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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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 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的示例见图 E。 2。 这只是许多新型灭菌器完成的示例之一。

E。2.3 灭菌过程由以下 6个主要阶段组成 :

a冫 抽真空阶段 :通过一次高度真空或真空与高于和/或低于正常大气压的蒸汽脉动相纬含的方法

从灭菌室及灭菌负载中排出空气 ;

b) 进汽阶段 :饱和蒸汽进人灭菌室直到灭菌室内的灭菌温度和压力达到要求 ;

c) 灭菌阶段 :饱和蒸汽在灭菌室内规定时间段内维持灭菌温度和压力 ;

d) 排汽阶段 :灭菌室内蒸汽排尽 ,并达到预定的真空水平 ;

e) 干燥阶段 :对要求干燥的物晶,灭 菌窒周围或夹套的温度和灭菌室的真空度都维持在预定

水平 ;

o 真空解除阶段 :使空气通过微生物过滤器进人灭菌室 ,直至达到正常大气压。

说明 :

X——时间 ;

—),饱和蒸汽压力 (-ˉ ——ˉ̄);y——温度 (

1——抽真空阶段 ;

2——进汽阶段 ;

3——灭菌阶段 ;

姓——排汽阶段 ;

5——干燥阶段 ;

6——压力恢复阶段 ;

a——大气压。

图 E。2 饱和蒸汽机械排气周期的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示例

E。3 空气加压周期

E。 3。 l 概述

该运行周期主要适用于密闭容器中的产品并且在周期中某个阶段 ,容器中的压力超过灭菌室内的

压力 ,由此导致密闭容器的破坏或密封完整性受损 ,在该条件下适用超压补偿。

对于此类包装的产品,可使用许多灭菌过程以确保产品外部的压力与产品内部的压力相平衡。

E。3.2 空气蒸汽混合

E。 3.2。 l 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的示例见图 E。 3。

E。3.2.2 该灭菌过程有以下三个主要阶段组成 :

ω 加热阶段 :该阶段的第—部分与重力排气系统是相同的,除 了产品完整性会受到上升的蒸汽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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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影响外只是关闭的。蒸汽继续进人灭菌室直到达到规定的灭菌温度。若产品在该阶段期
间需要超压 ,而带人空气的压力不能充分倮护设备时应使用压缩空气。通常需利用周期方式
保持一个均匀环境。

b) 灭菌阶段 :周 期和灭菌温度维持规定的∵段时间。

● 冷却阶段 :产 品的冷却使用冷的压缩气或泠水来完成。在该阶段期间,通过压缩空气来预防灭

菌室急速降压对产品的伤害。然后灾菌室维持要求的压力直到产晶被充分冷却 ,之后达到大

气压力。

说明 :

X——时间 ;

y——温度 (———— ),饱和蒸汽压力 (-ˉ ——ˉ̄);

l——加热阶段 ;

2——灭菌阶段 ;

3——冷却阶段。

图 E。3 空气蒸汽混合气体周期的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示例

E。 3.3 水喷淋

E。 3.3。 l 灭菌室温度和压力的概况的示例见图 E。 4。

E。 3.3。2 灭菌过程主要由以下四个阶段组成 :

ω 注水阶段 :在灭菌周期的开始 ,将大量水引人灭菌器系统或由蒸汽产生冷凝水。然后喷淋到产

品上。

ω 加热阶段 :加热到要求的灭菌温度 ,通过引人空气和蒸汽进人周期系统或通过热交换器加热水

并将压缩气引人灭菌室。

ω 灭菌阶段 :运行周期系统 ,使水在规定时间内维持所需的灭菌温度。

ω 冷却时间 :通过压缩气维持灭菌室内的压力 ,使用循环水控制降温速度 ,使产品冷却。当产品

降至安全温度时 ,灭菌室减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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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

Ⅹ ———时问 |

—),饱和蒸汽压力 (ˉ ˉy——温度 (

1——注水阶段 ;

2——加热阶段 ;

3——灭菌阶段 ;

吐——冷却阶段 。

图 E。4 水喷淋周期的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示例

E。3.4 水浸没

E。 3.4。 l 灭菌室温度和压力曲线的示例见图 E。 5。

E。 3.4.2 这是一个类似的水喷淋系统的运行周期 ,不包括产品为维持形状完全浸人水。

说明 :

X——时间 ;

y——温度 (————),饱 和蒸汽压力 (-ˉ ——ˉ̄);

1——填充阶段 ;

2——加热阶段 ;

3——灭菌阶段 ;

吐——冷却阶段。

I  .  2  刂             3             ,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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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5 水浸没周期的灭菌室温度和压力由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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