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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距7g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 I8岁 9《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环氧乙烷》由以下部分组成 :

——第 1部分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

——第 2部分 :GB18″ 9。 1应用指南。

本部分为 GB18″ 9的第 1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 1—20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与 GB/T18罗 9。 2共 同代替 GB18″ 9—⒛00《 医疗器械 环氧乙烷灭菌确认和常规控制》。

本部分与 GB18″ 9-20OO的主要差异如下 :

——增加了部分术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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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能鉴定、常规监测和控制等技术要求更为具体和细化 ;

——增加了实施环氧乙烷灭菌过程的指南。

本部分等同采用 ISO11135-1:2007《 医疗倮健产品灭菌 环氧乙烷 第 1部分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

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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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T16886。 1—201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部分 :风 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试验

(IS010993-1:2009,IDT);

——GB/T16886.7— ⒛01 医学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7部分 :环氧乙烷灭菌残留量 (ISO10993-7:

1995,IDT);
——GB18281.1-20H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1部分 :通则 (ISO1113s-1:2006,

IDT);
——GB18282。 1—⒛15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化学指示物 第 1部分 :通则 (Is011H0-1:⒛ 05,

IDT);
——GB/T190″ -2003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ISO10012:⒛03,IDT);

——GB/T19972—2005 医疔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选择、使用及检验结果判断指南

(GB/T19972,IsO14161:2000,IDT);

——GB/TI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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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H737-1:2006,IDT);

——GB/T19973。 2—2005 医疗器械的灭菌 微生物学方法 第 2部分 :确认灭菌过程的无菌试

验(1SO H737-1:1998,IDT);

——YY/T0287— 2003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用于法规的要求 (IsO13485:2003,IDT)。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按照 GB/T1。 1的要求进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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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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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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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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优尼克消毒设备有限公司、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州医疗器械质量监督

检验申心、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 限公司、施洁医疔技术 (上海)有 限公司、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本鄯分主要起草人 :周 庆庆、陈志凌、胡昌明、林玉清、翁辉、徐海英、高黎、闵捷、龚耀仁。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18279-— 2000。



GB 1827θ 。1¨-2015/Is0 11135⋯ 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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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T0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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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产品属非无菌产品。灭菌的目的是灭活微生物 ,从 丽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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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微生物灭活的动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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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确定的处理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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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保证一批经过灭菌处理的医疗器械中的任—个是无菌的,批量产品的无菌被定

义为在其中—个医疗器械中存在活微生物的概率。

本部分描述了医疗器械环氧乙烷灭菌过程的要求。满足了这些要求 ,就 能在对医疗器械进行环氧

乙烷灭菌时恰当地杀灭微生物 ;此外 ,也能确保微生物的杀灭是可靠的和可重复的,从丽可以有充足的

理由预测 :灭 菌后的产品上存在活微生物的概率很低。无菌倮证水平(SAL)由 制定法规的主管部门确

定 ,因 国家丽异(例如 :EN55G-1和 ANSI/AAMIsT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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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OO1,特 殊要求见 YY/Tm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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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灭菌就是这样的特殊过程。因此 ,应在灭菌前进行灭菌确认 ,履行常规监测和设备维护。

实施适当的灭菌确认、精确地控制灭菌过程 ,不是产品无菌及符合预定用途的唯一可靠保证。还应

考虑如下方面 :

ω 使用的原料和/或组件的微生物状况 ;

ω 用于产品的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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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灭菌产品上的污染类型不同会影响灭菌过程的有效性。按制造商的说明(见 YY/T0820)可 以

重复灭菌的医疗保健产品宜被视为一种特例。这些产品虽经清洗过程处理 ,但仍有可能具有大量的污

染微生物及无机和/或有机污染物的残留。因此 ,在再处理过程中,特别关注清洗和消毒过程的确认和

控制是相当重要的。

本部分是规范性部分 ,其要求是强制的。资料性附录中给出的指南不是规范性的,也不能作为审核

员的检查表。这些指南提供了解释和符合标准要求的恰当方法。除了在指南中给出的方法 ,其他方法

如果也是符合本部分要求且有效的,那么也可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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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义、过

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本部分所要求的活动按照一定的次序组成在一起 ,但并不要

求这些活动实施的顺序与它们在标准中出现的顺序一致。开发和确认的程序可能是反复实施的,因 此

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按顺序的。实施不同的活动可能需要多个单独的个体和/或组织 ,他们中的每一个可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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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担—个或多个活动。本部分并不规定某个特别的个体或组织执行某项活劫。

当确定环氧乙烷对医疗器械灭菌的适用性时 ,倮证病患的安全是重要的,要使产品在正常使用时 ,

环氧乙烷(EO)、 氯乙醇(ECH)和 乙二醇(EG)的残留量最小(见 1SO10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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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倮健产晶灭菌 环氧乙烷

第 l部分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

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1 范围

GB18279的本部分规定了医疗器械环氧乙烷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的要求。

注 1∶ 虽然本部分适用于医疗器械,但 同时也适用于其他医疗保健产品。

按照本部分要求确认和控制的灭菌过程不可推断为可有效灭活海绵状脑病的致病因子 ,如羊瘙痒

病、牛海绵状脑病和克雅氏病。有些国家已制定了处理可能受此类因子污染物质的详细建议 。

注 2∶ 见 YY/T077I。 1、 YY/T0771。 2和 YY/T0771。 3。

本部分未详述标示为无菌的医疔器械具体要求。

注 3∶ 请注意国家和地区对标示为无菌的医疗器械的有关要求,如 EN55C-1或 ANS1/AAM1ST67。

本部分没有规定用于医疗器械生产所有阶段控制的质量管理体系。

注 4∶ 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必须有效实施规定的和形成文件的程序。这些程序通常作为质量

管理体系的要素。本部分并未要求在生产或再处理过程中有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但质量管理体系中控制

灭菌过程的要素是必不可少的,本部分在相应条款中作了规范性引用(见第吐章)。 国家和/或地区的医疗器

械法规可能要求实施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第三方对其进行评估。

本部分未规定与环氧乙烷灭菌设施的设计和操作相关的职业安全要求。

注5:与安全相关的详细信息见参考文献,也可参考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

注6:环氧乙烷有毒且易燃易爆,应 注意各地方可能存在处理环氧乙烷及其使用条件的法规。

本部分不包括将环氧乙烷或含有环氧乙烷的混合物直接注人到单个产品包装内的灭菌 ,或持续的

灭菌过程。

本部分不包括确定环氧乙烷和/或其反应产物残留水平的分析方法。

注7:详细信息见 1s010993-7。

注8:请注意可能有法规规定医疗器械产品中环氧乙烷的残留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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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8281。 2-20⒗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第 2部分 :环 氧乙烷灭菌用生物指示物

(IsO11138-2:2006,IDT)

GB/T199徂一⒛O5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灭菌因子的特性及医疗器械灭菌工艺的设定、确认和常

规控制的通用要求 (ISO1吐937:2000,IDT)

1sO1001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Measurement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measurement prOcesses and measuring equipment)

IsO10993-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部分 :评价与试验 (Hological evduation of medical deˉ

vices——Part1:Evaluation and testing)

IsO10993-7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7部分 :环 氧乙烷灭菌残 留量 (Hological evaltlation of

medical devices——Part7:Ι】thylene oxide sterHization res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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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O上 H38-1:⒛o6 医疔倮健产品灭菌 生物指示物 笫 ⊥部分:通则 (sterilizati。 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Biologica【 indicators——Part1:General requir色 ments)

1SO HHO-1 医疗 保 健 产 晶灭 菌  化 学 指示 物  第 1部 分 :通 则 (SteriliΞ a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ˉ—Chemical lndlcatoFs——Part1:General require】ments)

ISO1H37-1 医 疗 器 械 的 灭 菌  微 生 物 学 方 法  第 1部 分 :产 品 上 微 生 物 J总 数 的测 定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Microbiological】 ηethods一一Part1:E)eterⅡHnation of a population of

microoFganisms on products)

1SO H737-2 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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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Hization of Ⅱnedical devices— —Microbiological rrlethOds——Part2:Tests of sterility perfor】 med in the

validation of a sterHization pFOcess)

1SO IM85:2003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用 于法规 的要求 (Medical de讧 ces— Qual⒕ y manˉ

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regulatory purposes)

1SO1驵 61 医疗保 健产 品灭 菌  生 物指示 物 选择 、使用及检验结果判 断指南 (SteFilization of

health睨 re products——Biological indicators-(⒊ uidance for the seIection, use and interpretatior1of re-

sul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角军玷斤  aerat∶ oⅡ

灭菌过程的一部分 ,是使环氧乙烷和/或其反应产物从医疗器械解吸附至预定水平的过程 。

注:可在灭菌器中进行 ,也可在独立的柜室或房间内进行。

3。 2

解析区 aerat二 o⒒ area

进行解析的柜室或房间。

3。 3

生物负载  b:oburde⒒

产品和《或 )无菌屏障系统表面或 内部存活微生物 的总数 。

匚GB/T19971—⒛ 15,定义 2。明

3。 4

生 物 指 示 物   b二 oⅡog二 ca⒒ 二⒒d二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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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5,定义 2。 叫

3。 5

校 准   caⅡ二brat二 on

在规定条件下 ,确定测量装置或测量系统数值与标准数值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操作。

匚Ⅵ M:1993,定义 6。 11彐

3。 G

化学指示物 chem二 caⅡ 二⒒d二cator

根据暴露于某一灭菌过程所产生的化学或物理变化 9显现一个或多个预定过程变量变化的测试

系统。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 6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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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处 理  co⒒ d二 t且oⅡ二Πg

在注入环氧乙烷之前 ,对处于灭菌周期 内的产品进行处理的阶段 ,以 达到预定 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

注:该阶段可在常压或真空环境中进行。

见 3。 25“预处理
”
。

3.8

D值 D vaiue

D10值  D lO vaIue

在规定的条件下 ,灭活 90%试验微生物所需 的时间或辐射剂量 。

匚GB/T199徂 -2015,定 义 2。 11□

注∶本部分中的D值指暴露时间。

3。 9

开发  deve】 opment

详细制定规范的活动 。

匚GB/T19971-2015,定义 2.13□

3。 lo

建立  estabIish

通过理论评估确定 ,并经试验证实 。

匚GB/T19971-2015,定义 2.17彐

3。 11

环氧乙烷注入时间 ethyⅡ eⅡe α二de二丬ect二 OⅢ t二me

环氧乙烷气体或者环氧乙烷混合气体从开始注人灭菌室至结束注人期间所需的时间。

3.12

暴露时间 expos△ re time

过程参数保持在规定允差范围内的阶段。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 18彐

注:本部分中指环氧乙烷注人时间结束至环氧乙烷去除开始之间的阶段。

3。 13

故障 Fauェ t

一个或多个过程参数超出了规定允差范围。

匚GB/T199"-2015,定 义 2。 19彐

3.14

换 气  F1ush二ng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去除负载和灭菌室环氧乙烷的过程 :

ω 多次交替将经过滤的空气或惰性气体加人灭菌室 ,然后再抽空灭菌室内气体 ;

b) 不断将经过滤的空气或惰性气体通过负载和灭菌室。

3.15

部分周期 Fract二 oΠ aⅡ cycIe

与灭菌过程规定的暴露时间相比,将暴露时间减少的灭菌周期。

3.16

半周期 haⅡ F cycⅡ e

与灭菌过程相比,暴露时间减少 50%的灭菌周期。



GB 1827θ 。卜一2015/1s0 11135刊 :2007

3.17

医疗 保 健 产 品  heaⅡ t⒈ care product

医疗器械(包括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或医药产品(包括生物制药产品)。

匚GB/T199"—⒛159定义 2。 20目

3。 18

安装鉴定 ⒒nstaⅡⅡat二 o⒒ quaⅡ二F二cat二o⒒ ;ⅡQ
证 明设备 已按规范要求提供和安装 ,获得并形成文件化证据的过程 。

匚GB/T19971-20H9定 义 2。 ″」

3.1g

医疗器械 med二 caⅡ dev二ce

制造商的预期用途是为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定 目的应用于人类的 ,不论单独使用或组含使用的仪器、

设备、器具、机器、植入物、体外试剂或校准物、软件 、材料或其他相似或相关物品。这些 目的是 :

——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缓解 ;

——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修补 ;

——解剖或生理过程的研究、替代调节或支持 ;

——妊娠控制 ;

——医疗器械的消毒 ;

——通过对取 自入体的样本进行体外检查的方式提供医疗信息。

其作用于人怀体内或体表上的主要预期作用不是用药理学、免疫学或代谢的手段获得 ,但可能有这

些手段参与并起一定辅助作用。

匚IsO1扯85:2003,定 义 3。 叫

注:IsO l3485∶ 2003中 的定义已曲GHTF更新(GHTF2002)。

3。 20

微生物 m二croOrgaⅡ二sm

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小实体 ,包括 :细 菌、真菌、原生动物和病毒。

注:特定的标准可能不要求为灭菌过程确认和常规控制证实灭菌过程灭活以上定义规定的全部类型微生物的有

效性。

匚GB/T199"—⒛ 15” 定义 2。 26彐

3。 21

运行鉴定 operat二o⒒ aⅡ qua⒒ iF二 cat二oⅢ ;oQ

证明已安装的设备按运行程序使用时能在预定限值内运行 ,获得并形成文件化证据的过程。

匚GB/T199"—⒛ 15” 定义 2。 27彐

3。 22

过度杀灭 lDverk二ΠⅡ

具有与产品生物负载相等或较大抗力的生物指示物芽孢对数下降值 (SLR)至少为 12的灭菌过程。

3。 23

参数放行 parametr二 c reⅡ ease

根据能证明过程参数在规定允差范围内的记录 ,声 明该产品无菌。

匚GB/T19971— 2015,定义 2。 29彐

注:本过程放行方法不涉及使用韭物指示物。

3.24

性能鉴定 perFormaⅡ ce qua⒒ⅢcatioⅡ ;PQ

证明已按操作程序安装和运行的设备 ,可持续地按预定规范生产出符合规格的产品 ,获得并形成文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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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化证据的过程。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30彐

3。 25

预 处 理   precoΠ d∴ t二 oΠ二Ⅱg

灭菌周期开始前 ,在一房间或者柜室 内先对产 品进行处理 ,以 达到预定温度和相对湿度 。

3。 2G

过程挑战装置  process chaⅡ ⒒e⒒ge dev二 ce;PCD

设计成对灭菌过程具有确定 的抗力 ,用于评估过程性能的装置 。

匚GB/T⊥ 99竹-2015,定 义 2。

"彐
3。 27

过程参数  process parameter

过程变量的规定值 。

注:灭菌过程规范包括过程参数和其公差。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⒊□

3。 28

过程变量 process￠ abⅡ e

灭菌过程的条件 ,其变化可影响杀灭微生物效果。

示例 :时 间、温度、压力、浓度和湿度。

匚GB/T199"-2015,定 义 2。 35彐

3。 2θ

产品 product

过程的结果。

匚GB/T19001—2008,定义 3。 4。 纠

注:灭菌标准中,产 品为实物,可 以是原材料、组件、半成品或医疗保健产品。

3。 30

产品负载体积 product Ⅱoad voⅡume

产品占用柜室可用容积的规定空间。

3。 31

公认的菌种保存库 recogⅡ 二Ξed cuIture coⅡ Ⅱect二 oΠ

根据
“
国际公认微生物菌种保存专利与法规

”
布达佩斯 (Budapest)公约建立的国际菌种保存机构。

匚GB/T19971—2015,定义 2。 38彐

3.32

参考微生物 reFere⒒ce m二croorgaⅡ二sm

从公认的菌种保存库获得的菌株。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 39彐

3。 33

再 鉴 定  requaⅡ 二F二cat二o⒒

为证实某一规定过程持续合格丽重新进行的部分确认活动。

匚GB/T19971-2O巧 ,定义 2.40彐

3。 34

月炅台子  serv⒒ces

设备运行所必需的各种外源供给。

示例:电 、水、压缩空气、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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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GB/T199"-20159定 义 2。伍彐

3。 35

规定 spec二 i△

在批准的文件内详细阐明。

匚GWT19971— 20159定义 2。妮□

3。 3G

芽孢对数下降值  spore Log Reduct二on;sLR

暴露于规定条件后 ,生物指示物芽孢数下降的对数值 ,对数 以 10为底 。

注:SLR计算方式为生物指示物的初始芽孢数的对数减最终芽孢数的对数。公式如下 :

SLR=1gNO~lgNu

武中 :

Nu——生物指示物的最终芽孢数 ;

NO——生物指示物的初始芽孢数。

如没有存活微生物 ,则无法计算实际芽孢对数下降值 (sLR》 。若—个微生物呈阳性或存活 ,则 芽孢对数下降值

(sLR)表 述为
“
大于

”
lgNO。

3。 37

无菌 ster二Ⅱe

无存活微生物。

匚GWT19971— 2015”定义 2。吐3彐

3。 38

无菌状态 ster二⒒二ty

无微生物存活的状态。

注:实际上,绝对无微生物存活的状态是无法被证实的。

见 3。吐0“灭菌
”
。

匚GB/T19971—⒛15,定义 2。 45彐

3。 3θ

无菌倮证水平 sterⅢty assⅢ ra⒒ce⒈ eveΠ ;sAL

灭菌后产品上存在单个活微生物的概率。

注:sAL为定量值,通常为 10ˉ
6或

10ˉ
3。 将此定量值用于无菌保证时,10ˉ

6sAL数值比 10ˉ
3sAL小

,但 比 10ˉ
3

sAL具有更高的无菌保证。

匚GB/T19971— 2015,定义 2。在6□

3。 40

灭菌 ster二⒒二ΞatioⅡ

经确认的使产品无存活微生物的过程。

注∶灭菌过程申,微生物的灭活特性用指数函数表示,因 此,任何单件产品上微生物的存活可以用概率表示。概率

可以减少到最低,但不可能到零。

见 3.39“无菌保证水平
”
。

匚GB/T19971—⒛15,定 义 2。 47彐

3。 41

灭菌周期 ster二Ⅱ二Ξat二 o⒒ cycⅡ e

在一密闭的柜室内 ,包括进行去除空气、处理 (若采用 )、 环氧乙烷注入、环氧乙烷暴露、环氧乙烷去

除和换气 (若采用),以及加入空气/惰性气体的一系列处理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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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2

灭菌负载  ster二Ⅱ二Ξat二 on load

采用给定灭菌过程 ,同 放在—起待灭菌或已灭菌 的物品。

匚GB/T19971— 2015,定义 2。 48」

3。 43

灭菌过程 ster"Ξ at二 oΠ process

达到无菌规定要求所需的一系列动作和操作 。

匚GB/T199徂— 2015,定义 2。 49彐

注:这—系列动作或操作包括预处理(若需要)、 在规定条件下的环氧乙烷暴露和环氧乙烷及其产物去除所需的后

处理。但不包括灭菌过程之前的任何清洗、消毒或包装操作。

3。 44

灭菌困子 sterⅢ
"Ⅱ

g ageΠ t

在规定的条件下 ,具有充分的杀灭活力以达到无菌的物理或化学物质 ,或其组合。

匚GB/T199"— 2015,定义 2。 50」

注∶本部分中灭菌因子指环氧乙烷或环氧乙烷和稀释物的组合。

3。 45

存活曲线 surv二vor curve

显示在规定条件下随暴露于灭活因子的递增而变化的微生物总数的灭活情况的图表。

匚GB/T19971— ⒛15,定义 2。 51彐

3。 4G

无菌检查 test oF ster二 Ⅱ二ty

开发、确认或再鉴定的一部分 ,确定产品或其部件上是否存在存活微生物的技术操作。

匚GB/T19971— ⒛15,定义 2。 5在彐

3.47

柜室可用容积 usabⅡ e c⒒ amber voⅡ ume

灭菌器柜室内不受固定或可移动部件限制的 ,可容纳被灭菌物品的空间。

示例 :托盘上规定尺寸的可用空间。

注 :柜室内用于循环的空间不计算在可用空间内。

3。 48

刊臼认  vaⅡ idat二 on

为确定某一过程可持续生产出符合预定规格产品所需结果的获取、记录和解释的文件化程序。

匚GB/T19971— 2015,定义 2。 55彐

4 质工管理体系

4.1 文件

4。 l。 1 应规定灭菌开发、确认、常规控制和产品放行程序。

4。 1.2 本部分所要求的文件和记录应由指定人员进行审核和批准 (见 4.2。 1)。 文件和记录应按照

YY/T0287的 适用条款进行控制。

4。2 管理职责

4。 2。 1 应规定实施和满足本部分规定要求的职责和杈限。职责应按 ISO l3485的 适用条款分配给有

能力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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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若本部分的要求由具有独立质量管理体系的多个组织承担 9则各方的职责和杈限应加以规定。

4。3 产品实现

4。 3。 1 应规定采购程序。这些程序应符合 1sO13攻 85适用条款的要求。

4。 3。2 应规定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程序。这些程序应符含 1SO13吐 85适用条款的要求。

4。 3.3 应规定用于满足本部分要求的所有设备 ,包括测试仪器的校准 ,符含 1SO13485或 1SO10012适

用条款的要求。

4.4 测量、分析和改进一一不舍格品控制

应规定不含格品控制、纠正、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控制稷序。这些程序应符含 1SO13在85适用条款

的要求。

5 灭菌因子特征

5。 1 灭菌困子

应规定灭菌困子的成分、储存条件和有效期。

注:本部分中灭茵因子指环氧乙烷或环氧乙烷和稀释物的组舍。

5。2 杀灭微生物的有效性

如果使用的环氧乙烷超出公认的成分范围或使用新的稀释物”应开发杀灭微生物有效性的数据。

注:环氧乙烷对微生物的灭活性能已在文献中有全面记载,文献提供了过程变量影响微生物灭活的知识。本部分

不要求参考此类微生物灭活的综合性研究。

5.3 材料影晌

环氧乙烷对制造医疗器械的大多数材料的影响已有全面记载 ,这些文件对使用环氧乙烷灭菌的医

疗器械设计和开发具有一定价值 。本部分不要求对材料性能的影响进行具体的研究 ,但要求进行环氧

乙烷对产品性能影响的研究 (见第 7章 )。 应记录材料和全部测试结果 ,以 及评估材料特性的准则。

5。4 环境因素

5。 4.1 虚评估运行灭菌过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并确定环境保护措施。应将包括潜在影响和控制措施

的评估形成文件。

5。 4。2 对于环氧乙烷及其稀释物的排放和处理 ,环氧乙烷使用者应遵循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的要求。

G 过程和没备特征

θ。l 过程特征

6。 1。 1 过程变量的范围和实现灭菌过程安全运行且能再现所必需的设备 ,应定义并形成文件。

G。 1。2 过程特征应包括 :

ω 预处理 (若采用λ

b) 灭菌周期 ;

ω 解析 (若采用 )。

6。 1。3 灭菌周期特征应包括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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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去除空气 ;

b) 处理 (若采用 );

ω 环氧乙烷注人 ;

d) 在暴露时间内规定条件的倮持 ;

e) 去除环氧乙烷 ;

o 换气 (若采用 );

g) 加人空气/惰性气体。

G。 i。4 应在受控条件下通过预处理和/或处理 ,使负载中的产品达到规定温度和湿度。预处理和/或处

理时的湿度应由蒸汽产生。

6。 1。5 应建立和规定过程变量的公差 ,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环氧乙烷浓度、压力/真空度和时间。

6。 1。G 应确定和规定过程变量的监视和控制方式。

6。2 设备特征

6。 2。 l 应开发和记录所用设备的规范。该规范应包括预处理区(若采用 )、 灭菌器和解析环境。

注:国家或地区的法规要求和标准会对设备的设计产生影响。

6。 2。2 规范应包括 :

a) 设备和附件的描述 ,包括组成材料 ;

b) 灭菌因子成分及进人柜室的方式 ;

c) 过程中使用的任何其他气体的描述 ,及其进入柜室的方式 ;

d) 蒸汽的纯度和质量 ,确保其适用于设备和产品的预期用途 ;

e) 对监视、控制和记录灭菌过程的仪器进行描述 ,包括传感器特征和位置 ;

o 灭菌设备能识别的故障 ;

g) 安全特性 ,包括对人员和环境的保护 ;

h) 安装要求 ,包括排放控制要求 (如适用 )。

6.2。3 应按质量体系要素的要求准备和确认用于过程控制和/或监视的软件 ,提供书面证据证明软件

符合其设计规范。

注:详细信息见 GB/T19003。

6。 2。4 应提供方法 ,以 确保控制功能的故障不会导致过程参数记录失效 ,致使无效过程显示为有效

过程。

注:可 以通过使用独立的控制和监视系统或控制和监视之间的相互检查,以识别偏差并显示故障。

7 产品定义

7。 1 通则

7。 1。 l 引人新的或更改的产品、包装或装载模式之前 ,应进行产品定义。

7。 1.2 应考虑与之前已确认的产品、包装或装载模式的等效证明(与灭菌过程挑战性相关),以满足 7。 1。 1

的要求。该等效证明应形成文件。

7。 1。3 产品的设计应允许湿气和环氧乙烷能渗透至最难灭菌的位置。

7.1。4 包装的设计应允许排除空气并使湿气和环氧乙烷渗透。

7。 1。5 应证明规定的灭菌过程在产品最难灭菌的位置是有效的 ,这可以通过已确认的产品的等效性或

灭菌过程所用的过程挑战装置 (PCD)之 间的等效性达到该 目的 ,也 可通过进行过程定义和新产品确认

证明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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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产品安全和性能

7。 2。 1 应确认在对产品/包装具有最大挑战性的过程参数下”在经过规定的灭菌过程后 ,产 品及其包装

符合安全、质量利性能的规定要求。应考虑过程参数公差的影响。

注 :YY/T0316中 的设计控制为一个方面。

7。 2。2 若允许 多次灭 菌周期 ,应评 价此类 处理对产 品和包装 的影 响 。

注:另 见 YY/T0802。

7.2。3 应按照 ISO1O993-1和 ISO10993的 其他适用部分确定暴露于灭菌过程后产品的生物安全性。

7。 2。 4 1sO10993彳 给出了环氧乙烷灭菌医疗器械中环氧乙烷残留量的最大允许范围。应建立降低环

氧乙烷残留量水平的方法 9使 已灭菌产品符合 1SO lO993-7的 要求。

7。3 微生物特性

7。 3。 l 应规定和维护一个系统 ,确 保待灭菌产品的微生物特性和清洁度处于受控状态且不会降低灭菌

过程的有效性。

7。 3。2 应证明 7。 3。 1规定的系统的有效性。对于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 ,该证明应包括按照 ⒙OH737-1

在规定时间间隔内进行生物负载的评估。对于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 ,该证明应包括对规定清洗和消

毒方式有效性的评估 ,包括有机污染和无机污染的评估。

注:YY/T0802给出了可重复灭菌器械的再处理所需信息的要求。

7。4 文件

产晶定义的结果应形成文件。

8 过程定义

8。 1 在引人新的或更改的产品、包装或装载模式之前 ,应规定待确认的灭菌过程。

8。2 过程定义的活动应在已完成安装鉴定和运行鉴定 (见 9。 1和 9。”的灭菌器内进行。

过程定义可在研究型灭菌器或待用于产品灭菌的设备内进行。

8。3 应建立适用于规定产品的灭菌过程。

8。4 应有文件和记录支持过程规范中规定的过程参数和其公差的有效性。

8.5 确定周期的灭活率 ,可使用附录 A或附录 B描述的方法之一 ,或使用经确认的证明能够达到所要

求的无菌保证水平的替代方法。

8.G 用于建立灭菌过程的生物指示物应 :

ω 符合 GB18281.2— 20H中 第 5章和 9.5的要求 ;

b) 至少与待灭菌产品的生物负载具有相同的环氧乙烷抗力 ;

● 置于产品灭菌条件最难达到的位置或置于过程挑战装置内。

若过程挑战装置(PCD)用 于过程定义、确认或常规监视和控制 ,应确定过程挑战装置(PCD)的适含

性。过程挑战装置(PCD)对过程的挑战性应太于或等于产品中最难灭菌的部分。

注:生物指示物选择、使用和结果解释见 Is01吐 161。

8.7 灭菌过程定义中所使用的商用生物指示物应符合 1SO1113g~1适 用条款的要求。

8。8 若灭菌过程定义中使用化学指示物 ,则应符合 1SO11⒕ O-1的要求。

化学指示物不可作为建立灭菌过程的唯一方式。

8.θ 若在灭菌过程定义中进行无菌检查 ,这些测试应符合 ⒙O1173⒎ 2的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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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确认

θ。1 安装鉴定(IQ)

9。 l。 1 安装鉴定应证明灭菌设备及其辅助设施已按照其规范提供和安装。

9。 1。2 应建立和规定用于输送环氧乙烷的全部设备 ,包括其辅助设施。

9。 1.3 应规定设备的操作程序 (见 6。 ⒛。操作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a) 详细的操作说明 ;

b) 故障状况、故障显示方式和处理措施 ;

c) 维护和校准说明 ;

d) 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9.1。4 应规定设备待安装地点 ,包括任何所需的服务。应识别所有特定的预防措施和规定。

示例:验证环氧乙烷储存条件符合供应商规定的要求和国家、地区法规要求。

θ。1。5 安装说明应形成文件 ,并应包含与人员健康和安全相关的说明。

g。
1。G 在安装鉴定中应完成所安装设备、管道和其他附属设备的图纸。

θ。2 运行鉴定(OQ)

9。 2。 l 在运行鉴定之前 ,应确定所有用于监视、控制、指示或记录的仪器 (包括测试仪器)处于校准状态

(见 4。 3。 ω。

9。2.2 运行鉴定应证明已安装的设备能够在设定的公差范围内运行规定的过程 (见第 8章 )。

运行鉴定可在空载设备中进行 ,或使用适当的测试材料。

θ。3 性能鉴定 (PQ)

θ。3。 1 辽则

9。 3。 1。 1 引入新的或更改的产品、包装、装载模式、设备或过程参数时 ,应进行性能鉴定 ,除非证明其与

之前已确认的产品、包装或装载模式的组合等效。等效证明应形成文件。

性能鉴定是在用于产品灭菌的设备内进行。

9。 3。 1。2 性能鉴定应使用产品以证明设备能持续按照预定的条件运行 ,丽且生产的产品是无菌的。

9.3。 l。3 用于性能鉴定的负载应能代表 日常待灭菌的负载 ,并应根据最具挑战性的日常负载进行定义。

负载可由产品或与 日常待灭菌产品有相似特征的材料组成。

注:若确认过程中使用了可销售产品,见 7.2和 11。 3。

若确认过程使用了材料丽非产品 ,则该材料应与产品对灭菌过程至少具有相同的挑战性。

若负载重复用于确认周期 ,在各暴露之间应对负载进行解析以确保负载内环氧乙烷残留不会影响

生物指示物。

应按预定的频率对负载的适宜性进行再评估。

θ。3。 1。4 应规定灭菌产品的呈现形式 ,包括产品的装载模式。
g。 3.1。5 若性能鉴定中使用化学指示物 ,应符合 IsO H14O-1的 要求。

化学指示物不可作为性能鉴定的唯一方式。

9。3.2 性能鉴定——微生物

注:参见 C。 13和 C。 1吐 。

θ。3。 2。 1 微生物性能鉴定应证明灭菌过程的应用能满足规定的无菌要求 ,该鉴定应在生产型灭菌器内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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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使用设定的过程参数 ,该过程参数与规定的灭菌过程参数相 L匕具有较低的杀灭性。

在微生物性能鉴定中,与 常规灭菌所使用的设定值相比,通常是降低一个或多个过程变量的设定值

(如环氧乙烷浓度、温度、湿度)。 设定的参数可以等于或低于常规控制中规定的下限值。

θ。3.2。2 微生物性能鉴定应确定产品/负 载组舍在生产性灭菌器申的设定过程的有效性。

0。 3。 2。3 确定灭菌周期的杀灭率 ,应使用附录 A或附录 B描述的方法 ,或使用经确认的证明能够达到

所要求的无菌保证水平的替代方法。

θ。3。 2。4 若过程定义是在开发型灭菌器内确定的 ,则微生物性能鉴定应在生产型灭菌器内运行至少三

个部分煳期或半周期 ,以 确定开发型灭菌器获得的数据。一个或多个此类确认周期使用的生物指示物

应全部被灭活。

g。
3。 2。5 已完成安装鉴定和运行鉴定 ,传递相同过程参数的灭菌设备 ,应按以下方式之一进行鉴定 :

ω 与原灭菌柜使用相同的方式 ;

b) 使用简化的性能鉴定 ,证 明能获得所需的微生物杀灭率水平。简化性能鉴定的依据应记录并

形成文件。

应确定不同地理位置对负载特性的影响。

9.3。3 性能鉴定——物理

θ。3。 3.1 物理性能鉴定应证明 :

ω 过程再现性 ,应包括至少三次连续的、有计划的鉴定运行 ,且应满足所有规定的接受准则 ;

b) 负载满足拟定的常规过程规范规定的接受准则。

物理性能鉴定的要素可在微生物性能鉴定过程中进行。若 ω与微生物性能鉴定同时进行 ,则应至

少运行一次额外的鉴定以证明符舍本要求。若故障原因与正在确认的过程有效性因素无关 ,可记录为

与过程性能无关 9不需要进行额外的三次连续的成功运行。此类故障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停电、其他服务

缺失或外部监视设备故障。

θ。3。 3。2 物理性能鉴定应确定以下过程 :

● 在规定的预处理时间(若采用)结束时 ,灭菌负载在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内 ;

b) 预处理 (若采用)结束至灭菌周期开始之间规定的最大时间间隔是合适的 ;

ω 气态环氧乙烷已进人灭菌柜 ;

ω 压力上升和环氧乙烷的使用量匚见 9。 5。 4c月 或灭菌柜内环氧乙烷浓度匚见 9。 5。 5b月 在规定范

圃内 ;

● 在灭菌周期中,灭菌柜的温度、湿度和适用的其他过程参数在灭菌过程规范的规定范围内 ;

o 在暴露期间 ,负 载温度在规定的范围内 ;

ω 在解析期间 ,负 载温度在规定的范围内。

θ。4 不同的负载配置

对于显著不同的负载配置 ,应评价不同负载配置对灭菌过程的影响程度。应证明在一个周期内灭

菌的所有产品能达到所需的无菌保证水平。

θ。5 确认的审核与批准

θ。5.1 此项活动的目的是审核确认数据并形成文仵 ,与批准的灭菌过程方案相对比,以确定其可接受

性 ,并批准过程规范。

g。
5。2 在产品定义、过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信息 ,包括生物指

示物的培养结果 ,应记录并审核其可接受性 (另见 4。 1。 2)” 并应记录审核的结果。

θ。5。3 应编制确认报告 ,报告应由指定的负责人进行审核与批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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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确认报告应描述或引用具体的已确认的产品、规定的装载模式和形成文件的环氧乙烷灭菌过程

规范 ,确认报告同时应包括以下数值和公差 :

a) 预处理(若采用):

ω 在预处理柜/预处理区内的时间 ,预处理柜/预处理区的温度和湿度 ;

⒛ 产品允许进人预处理的最低温度 ;

3) 灭菌负载的温度和湿度 ;

ω 负载移出预处理区至灭菌周期开始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

b) 处理(若采用):

ω 初始真空度 (若采用)及达到该真空度的时间 ;

⒛ 真空倮持时间 ;

3) 在灭菌柜内时间 ,以 及柜内的温度、压力和湿度 ;

ω 灭菌负载的温度和湿度。

ω 环氧乙烷注入与暴露 :

1) 环氧乙烷注人压力上升 ,环氧乙烷注人的时间和最终压力。

2) 除使用压差测定环氧乙烷浓度以外 ,还应至少用以下方法之一测定 :

丨) 所用环氧乙烷质量 ;

") 
所用环氧乙烷体积 ;

") 
直接测定灭菌柜内环氧乙烷浓度。

3) 灭菌柜内温度。

ω 暴露时间。

5) 灭菌负载的温度。

6) 作用过程中灭菌柜内气体循环系统(若采用)运转正常的指示。

d) 解析(若采用):

ω 时间和温度 ;

” 灭菌柜内和/或房间内压力的改变(若有改变);

3) 空气或其他气体的换气次数 ;

ω 灭菌负载的温度。

θ。5。5 若采用参数放行 ,确认报告还应规定 :

● 在处理过程中直接测定的灭菌柜内湿度值和公差 ;

b) 按规定时间间隔 ,通过直接分析灭菌柜内的气体确定环氧乙烷浓度和公差 ,充分验证在整个

暴露期间所需的条件。

θ。5。6 应确定过程规范 ,包括过程参数及其公差。该过程规范也应包括用于特定的灭菌负载所对应的

灭菌过程接受准则。

10 常规监视和控制

10。 l 应记录并保存每一灭菌周期数据 ,以 证明满足灭菌过程规范。这些数据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

a) 证明进入预处理(若采用)的产品已达到所需的最低温度 ,这可通过将负载在环境中适应一段

规定的最少时间丽获得 ;

b) 在规定的位置监视和记录预处理区(若采用)的温度和湿度 ;

ω 每一灭菌负载预处理开始时间和移出预处理区(若采用)的时间 ;

d) 在气体暴露阶段 ,柜 内气体循环系统(若采用)正常运作的指示 ;

e) 灭菌负载移出预处理区(若采用)至灭菌周期开始的间隔时间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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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整个灭菌周期”柜内的温度和压力 ;

g) 通过压力测定和/或直接测定获得的处理阶段的柜内湿度 ;

h) 证明气态环氧乙烷已加人至灭菌柜 ;

● 灭菌柜内压力上升和环氧乙烷使用量或环氧乙烷浓度 ;

j) 处理时间 ;

k) 暴露时间 ;

l) 解析阶段的时间、温度、压力变化(若有)利 /或换气操作 (若采用)。

若常规监视中使用生物指示物 ,则应符合 8。 6的要求。

注 1g另 见 8。 7。

若常规监视中使用化学指示物 ,则应符含 8。 8的要求。

注 2吕 化学指示物不可代替生物指示物用于产品放行。

10。2 若采用参数放行 ,应记录并保留以下额外数据 :

a) 在整个灭菌周期 9至少从两个位置测定柜内温度 ;

b) 在处理阶段 ,直接测定柜内湿度 ;

c) 按规定时间间隔 ,通过直接分析灭菌柜内的气体确定环氧乙烷浓度 ,充分验证在整个暴露期间

所需的条件。

ll 产晶灭菌放行

11.1 特定灭菌负载灭菌过程合格的准则应形成文件。这些准则应包括 :

a) 确定常规处理过程记录的数据符合灭菌过程规范要求 ;

b) 确定全部生物指示物无测试微生物生长(若采用)。

11.2 若 11.1规定的一条或多条合格准则未满足 ,则认为产品不合格 ,并按 1SO"485适 用的条款进行

处理。

11。3 若确认过程采用可销售产品 ,应在确认活动开始之前”确定产品放行销售的要求。

12 保持灭菌过程有效性

12。 1  i茁 贝刂

12.1.1 用于确保灭菌产品状态(见 7。 3.1)的 系统 ,虚证明其持续有效 ,该系统包括产品生物负载的常规

监测和/或清洗过程有效性的监测等。

12。 1。2 应定期按 在。3。 3的要求验证用于控制和监测灭菌过程的仪器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12。2 设备维护

12.2.1 应按形戚文件的程序计划和实施预防性维护。所有的程序应遵循制造商的建议及任何相关的

国家和地方法规要求。

12。 2。2 全部规定的维护工作顺利完成并记录后 ,设备才可用于处理产品。

12。 2。3 应保留维护记录《见 4。 1。 ⒛。

12。 2。4 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由专人对维护计划、维护程序和维护记录进行审核 ,审核的结果应形成

文件。

12。3 再鉴定

12.3。 1 应按照规定的接收准则和形成文件的程序 ,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对规定设备进行灭菌过程再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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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 ,该时间间隔应予以说明。

再鉴定可以包括允许的产品环氧乙烷残留量的验证 ,该残留量满足 1SO10993-7规 定的要求。

12。3.2 应审核女装鉴定、运行鉴定、性能鉴定和后续再鉴定 ,且应决定所需重新确认的范围,并形成文

件 ,包括通过微生物学研究确定规定的无菌保证水平。

12。 3。3 应按规定的时间间隔确定生物指示物相对宁产品生物负载的适宜性 (见 8。 6)。

12。 3。4 应按预定的频率再评价灭菌负载和装载模式的适宜性 ,再评价的结果应按照 在。1。 2的要求形成

文件。

砭。3。5 若灭菌设备和/或产品变更影响过程有效性 ,应审核已确认的灭菌过程 (见 8。 ●。

12。 3。G 若再鉴定和/或常规监测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故障表明灭菌过程无法达到要求的无菌倮证水

平 ,应确定故障的原因。若该确定表明过程不再适用 ,则应更改灭菌过程 ,以 达到所需的无菌保证水平 ,

并进行确认。

12。 3。7 应倮留再鉴定数据、报告和相应纠正措施(若要求)的审核记录(见 4。 1。 ⒛。

12。3.8 若采用参数放行 ,应满足以下额外要求 :

ω 再鉴定应至少每年一次 ;

b) 再鉴定应包括通过微生物学研究确定的无菌保证水平。

12。4 变更评估

12。4.1 设备、产品、包装、灭菌产品的呈现方式或装载模式发生变更 ,或灭菌因子和/或其呈现方式发

生改变 ,应评估其对灭菌过程有效性的影响。

12。4.2 在确定过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或性能鉴定的实施范围时 ,应考虑变更的程度。

12。 4。3 应确定所需鉴定的范围。评估的结果 ,包括所作决定的原理应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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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灭菌过程杀灭率的确定——生物指示物/生物负载法

A。 1 辽则

本方法结舍了生物指示物对给定周期的抗力和生物负载菌量与抗力方面的知识以建立周期参数

(暴露时间)。

使用本方法要求证明产品的生物负载水平在一定期限内倮持相对稳定以及生物负载的抗力小于或

等于生物指示物的抗力。

通过运行暴露时间递增的周期和确定周期的杀灭率(灭活率)证明生物指示物的抗力。从此杀灭率

和生物负载的菌量以及相对抗力方面的知识建立作用时间,从丽预测无菌保证水平(SAω 。

本方法的指南见 1SO M161。

A。2 程序

A。 2。 1 建立产品中最难达到无菌的位置。

A。 2。2 通过将生物指示物放置于产品中最难达到灭菌条件的位置 ,为灭菌过程创建包括对环氧乙烷已

知抗力和已知微生物数量的挑战。若挑战的位置不是最难灭菌的位置 ,应建立其与最难灭菌位置之间

的关系。

使用经证明对灭菌过程的抗力比产品对灭菌过程的抗力大的过程挑战装置可满足本要求。需注意

从包装和过程挑战装置中去除灭菌因子的影响。

A。 2。3 使用与常规生产的产品相同的包装方式对上述过程挑战装置进行包装 ,并放置于灭菌负载中。

A。 2。4 选择比常规杀灭率更低的条件将灭菌负载暴露于环氧乙烷中(见第 8章 ),这样并非所有参考微

生物被灭活。

A。2.5 经过环氧乙烷暴露时间递增丽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周期之后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确定过程的杀

灭率 :

ω 直接计数 (见 A。 3。 1);

b) 部分阴性法《见 A。 3。 2或 A。 3。 3);

● 以上 ω和 b)的组合方法。

注:部分阴性法采用在短时气体暴露后过程挑战装置复活测试中的生长/无生长数据。

根据这一结果 ,计算出参考微生物的灭活率。

A。2.6 根据产品生物负载(见 IsO H73⒎ 1)、 生物负载对灭菌过程的抗力和参考微生物的灭活率方面

的知识确定达到规定无菌保证水平所需的处理程度。

A。3 确定过程杀灭率

A。 3。 l 直接计数法

A。 3。 1。 1 采用直接计数存活微生物构建存活曲线的方法确定灭菌周期的杀灭率。

A。 3。 1。2 ⒖O10ll61和 ISO1113⒊ 1:⒛06中 C。 3给出了本方法的细节。

ISO1H38-1:⒛ 06中 C。 3要求至少有五次作用 ,包括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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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次暴露 ,样品没有暴露于灭菌因子α口:暴露时间为 0);

注:没有灭菌因子或由惰性气体或其他媒介代替。

b) 至少一次暴露 ,存活菌量降低至初始菌量的 0,01%(降 低 4个对数值 );

ω 至少三次暴露 ,覆盖暴露 ω和暴露 b)之间的时间段。

A。 3。2 部分阴性法 ,使用 HoCOmb-spearmaⅡ Karber法 (HsKP)

用于环氧乙烷灭菌的生物指示物应经历暴露时间递增、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环氧乙烷处理过程 ,暴

露后 ,将样品直接浸于适 当的培养基进行检测 。计算培养后无菌生长 的样 品 占样 品总数 的 比率。

ISO1伍 61和 1SO H13s-1:2O06中 D。 3。 1给出了本方法的细节。

1SO11138-1:2O06中 D。 3。 1要求至少有五种作用条件 ,包括 :

a) 至少—组样品 ,全部测试样品显示有菌生长 ;

b) 至少两组样品 ,部分样品显示有菌生长 (量子区λ

c) 至少两组样品 ;显示无菌生长。

若各个时间点的样 品数量相 同且时间间隔恒定 ,可 使用 HSKP的 改进方法 :Hmited Hocomb-

Spearmar1Karber法 (LHSKP)。 详细指南见 ISO H13S-1:20O6中 D。 3.2。

A。 3。3 部分阴性法 ,使用 stumbo Murphy CochraⅡ 法(sMCP)

Stumbo Mtlrphy Cochran法 (SMCP)要求部分阴性范围内的一次结果中 ,包含时间 r、 无菌生长数

量 r、部分阴性范围内一次作用时间内重复样本数 彳,及每一重复样本的初始菌量 NO。

采用 SMCP法获取有效数据 ,1SO1113s-1:⒛ 06中 D。 3.3要求在部分阴性范围内 D值至少计算三

次运行的平均结果 ,以 确认再现性。

进一步指南见 ISO1吐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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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录 B
(规范性跗录 )

灭菌过程杀灭率保守性确定方法⋯—过度杀灭法

B。 l 通贝刂

B。 1。 1 本过程定义的方法是基于参考微生物的灭活 ,已 得到广泛便用。采用本方法确认的灭菌过程通

常具有保守性 ,所用的处理可能超过了达到规定的无菌要求所需的处理水平。

本方法的指南见 1SO141G1。

B。 l。2 倮守性过程定义需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

ω 半周期法 :总 共运行三次连续的试验 ,结果为生物指示物全部灭活 (菌量不少于 106),以 确认

最小暴露时间。规定的暴露时间应至少为此最小时间的两倍。同时应运行有存活微生物的短

时周期 ,以 证明恢复技术的充分性。

b) 周期计算法 :使用 A。 3描述的方法之一 ,设定生物指示物降低至少 ⒓ 芽孢对数下降值(SLR)

的常规处理参数。根据所用的方法确定周期的次数。

B。 1。3 确认研究中用于生物指示物复活的条俳 ,包括培荞时间 ,应予以确定并形成文件。培养时间应

考虑暴露于环氧乙烷的芽孢延迟生长的可能性。

B。 1。4 生物负载的抗力应小于或等于生物指示物的抗力。

B。2 程序

B。 2。 1 识别最难灭菌产品或过程挑战装置 ,该过程挑战装置与预期处理的最难灭菌部分同样的难

灭菌。

B。 2。2 确定产品中最难达到灭菌条件的位置。

B。 2。3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创建含有已知微生物数量和已知对环氧乙烷抗力的灭菌过程挑战 :

ω 将生物指示物放置于产品中最难达到灭菌条件的位置 ,或放置于过程挑战装置中 ;

b) 将适当的参考微生物接种于产品中最难达到灭菌条件的位置。

见 GB/T19盯 4—⒛05中 的表 A。 1。

若挑战位置不是最难灭菌的位置 ,应设定其与最难灭菌位置的关系。

B。 2。4 将按照上述方式创建的挑战装置使用与常规韭产的产品相同的方法进行包装 ,并放置于灭菌负

载中。

B。 2。5 将灭菌负载暴露于相比规定灭菌过程具有较低杀灭率的环氧乙烷条件下。

B。 2。G 若根据 A。 3确认了已知微生物数量的灭活 ,考虑所需的无菌保证水平 ,椎算一个微生物存活的

给定概率 ,确定灭菌过程的处理程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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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姿料性跗录)

通用指南

注 1:本 附录给出的指南不是评估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检查表。本指南旨在为符合规定要求,通过提供解释和可接受

方法 ,帮助统一对本部分的理解和实施。强调重要方面并提供实例。未在此指南中给出的方法也可使用 ,然

而需证明替代方法对满足本部分要求的有效性。

注 2:为方便参考 ,本 附录的编号与本部分正文的编号相对应(第 1章 ~第 12章 )。 如 :第 8章的指南为本附录的

C。 8。 附录 A和附录 B的指南分别为 C。 13和 C。 H。

C。 1 范围

无指南 。

C。2 参考标准

无指南 。

C。3 术语和定义

无指南 。

C。4 质量管理体 系

C。 4。 1 文件

1SO1扭 85:⒛ 03中 4。 2.3和 4.2。 4分别规定了文件和记录控制的要求。

IS013吐 85:⒛ 03中 ,对文件的要求涉及文件(包括规范和程序)和记录的产生与控制。

C。 4。2 管理职责

1SO13485:⒛03中 5。 5规定了职责和权限的要求,ISO13吐 85:⒛ 03中 6。 2规定了人力资源的

要求。

ISO13485:2003中 ,管理职责要求涉及管理承诺、以顾客为关注焦点、质量方针、策划、职责、杈限、

沟通和管理评审。

灭菌过程的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可包含多个独立方 ,各方负责一些特定的要素。本部分要求规定

并记录各方的特定职责。职责和杈限的定义在各方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形成文件。接受规定职责的各方

应将这些要素分配给通过适当的培训和经鉴定证明有能力的人员。

具有以下职责的人员应接受培训并具有必需的资质 :

ω 微生物测试 ;

b) 设备安装 ;

c) 设备维护 ;

d) 物理性能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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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常规灭菌器操作 ;

o 校准 ;

ω 过程设计 ;

h) 设备规范 ;

◆ 适用的其他方面。

C。 4.3 产晶实现

注:⒙O"吐85:2003中 ,产 品实现要求涉及从确定客户要求、设计和开发、采购到生产控制和监视测量装置校准的

产品生命周期 。

C。 4。 3.1 ISO13在 85:2003中 7。4规定了采购要求。尤其应注意 1SO13485:2003中 7。 4。 3规定的采购产

品验证要求适用于来 自组织外部的全部产品和服务。

C。 4。 3。2 1SO13485:2003中 7。 5.3规定了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

C。 4.3。 3 1SO1⒊85:2003中 7。 6规定了监视和测量装置校准要求。

C。 4。4 测量、分析和改进——不禽格品控制

ISO1挺 85:⒛03中 8。 3和 8.5。 2分别规定了不含格品控制和纠正措施程序。

1SO1挺85:2003中 ,测 量、分析和改进要求涉及过程监视、不合格品控制、数据分析和改进 (包括纠

正和预防措施 )。

C。5 灭菌因子特征

注:这一活动的目的是确定灭茵困子,证明其杀灭微生物的有效性,识别影响杀灭微生物有效性的因素,评估环氧

乙烷作用于材料的影晌,并识别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可使用测试或原型系统开展这一活动,最终设备规

范(见 6。2)应 当与采用此类测试或原型设备进行的试验研究相联系。

C。 5。 1 灭菌因子

无指南。

C。 5。2 杀灭微生物的有效性

无指南 。

C。5.3 材料效果

无指南 。

C。5.4 环境因素

C。 5。 4.1 环境管理体系原则适用于环氧 乙烷灭菌过程。GB/TH001提供 了环境管理体系规范。

GB/T2们40提供了设计生命周期评估的指南。详细指南见 GB/T19974—2005中 E。 3。

C。 5。 4。2 无指南。

C。G 过程和设备特征

注:这一活动的目的是确定灭茵过程变量的范围和能安全且可再现地传递灭菌过程变量所需的设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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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 1 过程特征

过程特征包括 :

——识别过程定义应包含的过程变量 ;

——设定各过程变量的范围 ;

——根据理论知识记录过程变量及其设定范围。

第 8章和第 9章规定的后续研究应满足以下两者之一 :

——确认过程变量规范的有效性 ;

——证明应当审核并重新设定过程变量范围。

C。 6。2 设备特征

C。 G。 2。 1 无指南。

C。 6.2。2 编制设备规范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注:需注意国家有关环氧乙烷的法规。

——储存环氧乙烷或环氧乙烷气体混含物的气瓶或储气罐的区域应 当安全并通风 良好 。

——若环境温度变化超过了供应商推荐的变化范围 ,环氧乙烷气瓶储存区域应有温度控制的规定。

——若灭菌柜的环氧乙烷供应来 自定期补充的散装容器 ,该容器应具备取样装置 (供取样分析 )、完

全清空罐内环氧乙烷的装置和防止污染或聚合物过度积聚的清洗装置。

——环氧乙烷注人灭菌器的系统应配置有蒸发器 ,防止液态环氧乙烷加人灭菌柜。

——应当测量从蒸发器进人灭菌柜的环氧乙烷气体温度 ,证明已产生气态环氧乙烷。

——应当使用至少两个传感器测量灭菌柜温度。

注:使用两个独立传感器的目的是防止一个传感器失效导致不符合规范的物品被误认为可接受。比较两个独立的

温度传感器可发现—个传感器失效。使用—个双支温度传感器可满足本要求。

——通过强制循环可更好地实现灭菌柜内条件的均匀性。气体循环系统应当配置一个监视装置 ,

当循环系统失效时能作出指示。仅监视风扇或泵呈
“
开启

”
状态的装置是不充分的 ,有必要证

明所需的气流是倮持不变的。

C。 6。 2。3 无进一步指南。

C。 G。 2。4 无进一步指南 。

C。7 产品定义

注:本活动的目的是确定待灭菌的产品,包括灭菌前产品上微生物的性质及产品的包装方式和灭菌呈现方式。

C。7.1 通贝刂

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降低引入比已确认的产品对灭菌周期具有更大挑战性的新产品或更改产品(候

选产品)的风险。

C。 7。 1.1 与已确认的产品和/或用于确认现有环氧乙烷灭菌过程的过程挑战装置作 比较 ,对候选产品

进行技术评审。该比较应包括检查潜在影响产品生物负载的因素 ,如可能影响期望无菌保证水平的制

造、生产方法、设施、地点及原材料类型和来源。

C。 7.1。2 若技术评审发现候选产品与之前经确认产品相似 ,且两者的差异明显不重要 ,则 不需要进一

步研究就可以将候选产品归人已确认的环氧乙烷灭菌过程。若候选产品的结构、密度或装载模式以及

包装比之前已确认的产品对灭菌过程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则应进行温度和相对湿度穿透研究和周期杀

灭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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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 1。3 应仔细检查候选产品的结构、配置和包装能阻碍环氧乙烷、热量、湿气穿透的区域。

C。 7。 1。4 无指南。

C。 7。 1.5 无指南。

C。 7。2 产品安全性和性能

在预期环氧乙烷灭菌的医疗器械的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其功能性、设计公差、产品结构和产品组成 ,

包括包装材料 ,确保环氧乙烷有效传递至器械的所有部分。

灭菌过程中,产 品会经历多种环境压力 ,如 真空和压力变化 ,温度上升和湿度变化。同时 ,产晶也可

能与环氧乙烷和/或任何稀释物发生反应。产品设计应当确倮功能和安全性不因暴露于预期灭菌条件

范围而产生恶化。

材料组威 :特定的过程条件会对医疗器械和包装的完整性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包装材料和器械会

阻碍灭菌过程。因此 ,需要评价灭菌过程对材料和设计特征及包装结构和材料的影响。通常在产品开

发阶段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垃当形威文件。

重要的是选择在超出预期灭菌条件范围时对环氧乙烷和/或稀释物造成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具有充

分抗力的材料。需评价灭菌后满足产品性能要求所需的材料性状 ,如 物理强度、渗透性、物理尺寸和弹

性 ,确倮材料仍是可接受的。应当确定暴露于灭菌过楗造成的退化 ,如 裂纹和发脆 ,并 确定抗性材料。

同时 ,材料应当具有充分的环氧乙烷传递性和渗透性 ,确保目标表面和材料被灭菌。这些材料应当允许

在合理时间内进行解析 (若适用)并保持生物安全性。适用时”需要评价暴露于多次灭菌过程的影晌。

包装因素 :灭菌医疗器械包装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产品在使用前保持无菌。在灭菌过程中”包装能够

经受过程条件 ,而不会对整个产品质量造成负面影响u口颗粒产生)。

选择待灭菌产品的初始包装时 ,须针对特定灭菌过程考虑特定的主要设计和mll造 因素。为确保环

氧乙烷穿透性 ,特定灭菌环境下包装的穿透性是最重要的。若灭菌过程包括移除空气 ,则 包装应同时允

许移除空气丽不造成损坏或破裂。

应当证明常规处理和销售过程中二次包装和三次包装 (若采用)保护产品的能力。若二次包装会暴

露于灭菌过程 ,应提供证据证明二次包装能够承受该过程而不会失去保护产品的能力。

IsO1⒕07-l和 IsO H607乇 详述了包装因素。

C。7.3 馓生物性质

无指南。

C。 7。4 文件

无指南。

C。8 过程定义

注:本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微生物测试获取用于规定产品(见第7章〉灭菌过程的详细规范。

灭菌过程的选择 :特定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开发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与医疗器械相容的过程。因

此 ,在设计阶段可能需要进行产品相容性初始调查和试验 ,以 识别和/或优化灭菌过程。

选择医疗器械的灭菌过程应考虑可能影响过程有效性的全部因素。应考虑以下方面 :

ω 灭菌设备的可用性。

b) 在可用灭菌设备内能达到的条件范围。

ω 其他产晶已在使用的灭菌过程。

ω 环氧乙烷残留量和/或其反应产物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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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过程开发试验的结果。

过程定义 :过程定义包括一系列要素。

D 确定预处理阶段(若栗用)达到规定温度和湿度条件所需的时间。

g) 确定灭菌过程变量的范围。

注∶周期杀灭率指南见 C。 9。 3。 2。

ω 估计产品的生物负载 ,以 确定生物负载对灭菌周期的挑战性 ,并确认用于性能鉴定和 日常监控

的生物指示物的适宜性。应当通过亚致死 (部分)周期作用确定生物指示物的适宜性。在这些

研究中 ,通过测试可评价生物指示物和产品的相对灭活率。

注:1SO H73⒎ 1描述了生物负载估计的要求和指南。

i) 确定在规定条件下达到充分排除气体所需的最小解析时间 ,使环氧乙烷和/或其反应产物达到

或低于 1SO10993-7规 定的水平。通过在生产条件下进行满负载实施此项活动。

作为过程开发活动的结果 ,可确定灭菌过程。通过在生产性灭菌柜中的性能鉴定研究可证明该灭

菌过程的适宜性。

预处理和/或处理 :微生物对环氧乙烷灭活的抗力受其水含量的影响。因此 ,通 常做法是控制和监

视产品暴露于其中的大气湿度 ,以使微生物的水含量与当地条件相平衡 。灭菌周期开始前 ,通常在设定

的温度和湿度下对产品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可减少灭菌周期的时间。

通常使用超过 30%的灭菌柜相对湿度对产品进行加湿。规定 的相对湿度取决于待灭菌的产品。

应当考虑相对湿度过大对产品和包装的潜在损坏。

适用时 ,须确定从产品移出预处理区至灭菌周期开始之间的最长时间。转移时间通常为 60mh或

少于 60min。

在气体暴露前对产品加热和加湿以建立可再现的产品温度和湿气含量。建立最小停留时间的研究

以确倮达到所需条件。应当注意防止水凝结在灭菌负载上。

性能鉴定应当证明预处理结束时的实际温度和湿度范围。

灭菌 :应考虑的灭菌过程性能因素包括 :

ω 抽真空的深度和达到真空的速率 ;

b) 灭菌柜泄漏率 (负压周期的真空时或正压周期的真空和正压时进行测量);

ω 处理阶段 ,加入蒸汽时的压力升高 ;

d) 注人环氧乙烷时的压力升高和达到规定压力的速率 ,及监控环氧乙烷浓度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

e) 去除环氧乙烷时真空的深度和速率 ;

o 注人空气 (或该灭菌周期阶段所用的其他气体 )时压力升高和达到规定压力的速率 ;

g) 最后两阶段的重复次数及连续重复之间的任何变化。

若暴露时采用惰性气体代替灭菌因子 ,重要的是在建立最终周期参数时必须考虑气体浓度的影响 ,

以确保达到期望的 sAL。

为实现环氧乙烷在灭菌柜和灭菌负载内分布的可再现性 ,在注人灭菌因子前控制柜内残留空气量

可能是必需的 ,或采用柜内气体再循环 ,因 为在静态条件下环氧乙烷和大气不能充分混合。

解析 :环氧乙烷及其反应产物的残留是有害的 ,制 造商有必要意识到产品内残留的存在。

温度、持续时间、强制空气循环、负载特征、产品和包装材料都会影响解析的效果。

解析可在灭菌器内、独立区域内或两者结合条件下进行。

制造商应采用部分周期证明过程挑战装置 (PCD)的抗力 ,以证明产品生物负载的抗力不大于生物

指示物的抗力。

注:此相对抗力评估可通过所有无菌产品的无菌检查和部分阳性过程挑战装置(PCD)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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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θ 确认

注:确认的目的是证明过程定义(见第 8章》中设定的灭菌过程能够有效并可再现地传递给灭菌负载。确认包括一

系列阶段 ,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

C。9.1 安装鉴定

安装鉴定(1Q)证 明灭菌设备和附件已按照规范被提供和安装。

C。θ。2 运行鉴定

运行鉴定(OQ)证 明设备运行灭菌过程的能力。

预处理 :提供了以下预处理指南 :

ω 安装鉴定和运行鉴定在空载的预处理区实施 ,以 此证明满足设计准则 j

b) 应当确定预处理区满载时的空气循环方式。这可通过烟雾试验结合换气速率计算利风速测

定进行。

ω 应当在是够长的时间内监控预处理区的温度和湿度”以证明温湿度值在期望的范围内。应确

定整个预处理区内多个位置的温度和湿度。

注: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推荐数量见表 C。 1和表 C。 2。

灭菌 :安装鉴定/运行鉴定中,灭菌柜室内可用体积在气体暴露阶段所记录的温度范围,应在周期规

范所允许的柜内平均温度的±3℃ 。记录的温度范围应符合过程规范。

关于灭菌 ,提供了以下指南 :

ω 若采用惰性气体代替环氧乙烷 9当 评估结果时应考虑两者相对热容的差异。

b) 温度传感器应放置在可能代表最大温度差异的位置 ,如柜内未加热部分或柜门处及蒸汽或气

体加人口附近。其余传感器应平均分布在灭菌柜室可用体积内。

注g传感器的推荐数量见表 C。 1。

应确定空载灭菌柜的灭菌周期物理性能因素以建立运行限值。这些因素包括 :

——真空的程度和达到真空的速率 ;

——灭菌柜泄漏率 (负压周期的真空时或正压周期的真空和正压时进行测量);

——处理阶段注入蒸汽时的压力升高 ;

——注人的气体温度应高于设定的最低值 ,确保所加人的是气体而不是液体 ;

——注人环氧乙烷时的压力升高和达到规定压力的速率 ,及环氧乙烷浓度监控因素之间的关系 ;

——抽真空的深度以及去除环氧乙烷达到规定真空度的速率 ;

——注人空气 (或其他气体)时压力升高和达到规定压力的速率 ;

——最后两阶段的重复次数及连续重复之间的任何变化。

运行鉴定同时应确定相关辅助系统的性能。如 ,提供的蒸汽的质量、环氧乙烷蒸发器达到最低气体

输人温度的能力、灭菌柜过滤的空气与供水系统的可靠性、在最大灭菌负载条件下蒸汽发生器维持所需

质量的供应能力。

应重复运行周期 ,证 明控制的可重复性。

进行解析时 ,应确定解析区域的温度分布 ,方法同预处理区所用的推荐方法。同时也应确定该区域

内空气流动速率和空气流动方式。无需测量解析期间的相对湿度。

2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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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推荐的最少数星举例表 C。 1

注∶不在表 C。 1所列的体积,应使用以下方程式。

在安装鉴定/运行鉴定过程中 ,预处理和解析每 2。 5m3推荐使用 1个传感器 ,设定房间或柜室的热

分布图 ,以 获得潜在的热点位置和冷点位置。因此 ,监视应包含多个层面以及柜门附近位置。

对于性能鉴定和安装鉴定/运行鉴定的灭菌/处理 ,传感器计算公式为每立方米产品体积使用 1个

温度传感器 ,但至少为 3个传感器。

示例 :

可用柜室体积为 2m3:2/2。 5=0。 8,所 用传感器数量至少为 3个 (最少传感器数量)。

可用柜室体积为 9m3:9/2。 5=3。 6,所用传感器数量至少为 吐个。

可用柜室体积为 70m3:70/2。 5=28,所 用传感器数量至少为 28个。

表 C。2 湿 度传 感器推荐 的最小数星 示例

体积

1Q/OQ所需数量

(可用柜室/房间体积 )

PQ所需数量

(产 品负载体积)

预处理 处理/灭菌 解 析 预处理  | 处理/灭菌 |  解析

20 20 20

25

30 30 30

35 35

吐0 40 40

50 20 20 50

100 吐0 100 吐0 100

体积

1Q/OQ所需数量

(可用柜室/房间体积 )

PQ所需数量

(产 品负载体积)

预处理  | 处理/灭菌 解 析 预处理  | 处理/灭菌 解析

不适用 不适用

20

30

吐0

20

100 40 吐0

注∶不在表 C。 2所列的体积 ,应使用以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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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 5耐 推荐使用 1个传感器 ,确 定产品的湿度分布图9以 发现湿度水平的潜在变化。因此 ,监视

应当包括托盘中央、边缘和表面。最小传感器数量为 2个 。

示例 :

可用框室体积为 6m3:6/2。 5=2。 吐,所用传感器数量至少为 3个 (最少传感器数量)。

可用柜室体积为 60m3:60/2。 5=⒛ ,所用传感器数量至少为 2吐 个。

C。θ。3 性 能鉴定

C。 9。 3.1 通 则

性能鉴定(PQ)证 明设备能够持续按照预定准则运行 9且过程能够生产符含规范的产品。

以下重大变化应鉴定 :

——包装 ;

——产品设计 ;

——灭菌负载配置或密度 (见 C。 9。 ω ;

——灭菌设备 ;

——灭菌过程。

应确定这些变化对灭菌过程各阶段的影响 ,包括预处理和解析。

C。θ。3。2 性能鉴定——微生物

注:实施微生物灭活研究,以证明在设定条件下暴露于环氧乙烷气体能够达到期望的sAL。

本部分的第 8章和第 9章指的是确定周期杀灭率研究。附录 A和附录 B为过程定义或微生物性

能鉴定提供了如何进行所需的微生物灭活研究的指导。宜使用过程定义、安装鉴定、运行鉴定中得到的

结果来设定微生物性能鉴定的参数。

生物指示物应放置于产品中最难灭菌的部分。若产品的设计使生物指示物不能放置于最难灭菌的

位置 ,则 产品应接种已知数量的活性芽孢悬液 ,或将生物指示物放置于可以确定与最难灭菌位置关系的

位置。

生物指示物或接种的产品应平均分布在灭菌负载中,但分布位置应包括最难达到灭菌条件的位置。

微生物J滥能鉴定应证明灭菌负载中的微生物杀灭率 (灭活性)。 放置的位置应包括选择用于温度监控的

位置。可在各温度监视点附近放置两个生物指示物对过程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研究。

气体注人和去除阶段的杀灭率可影响存活曲线的线型。

灭菌周期结束后 ,应从被灭菌物品中取出生物指示物(见表 C。ω ,并尽快进行培荞。

应评估任何延迟复苏的影响”尤其是暴露于残留环氧乙烷的影响。

注:注意关于人员暴薛于环氧乙烷的法规。

生物指示物样本个数的附加指南见表 C。 3。

表 C。3 B1/PCD推荐最小数且示例

产品负载体积

n△
:

微生物性能鉴定 常规控制(若采用)

10 30

20 40 2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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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

注:除表 C。 3给出的体积外,应 当使用以下等式。

对于微生物性能鉴定 :

I0m3以 下 ,生物指示物数量为 3个 /m3,至少为 5个 。

1Om3~1o0m△ 每增加 1血3增
加 1个生物指示物。

对于常规控制 ,生 物指示物数量为微生物性能鉴定时的一半。

如 :

可用柜室体积为 3m3:3× 3=9,微生物性能鉴定所用生物指示物数量至少为 9个。常规控制时 :

9/2=4。 5,生物指示物数量至少为 5个。

可用柜室体积为 18m、 10× 3+(18— 10)× 1=38,微 生物性能鉴定所用生物指示物数量至少为
38个。常规控制时 :38/2=19,生 物指示物数量至少为 19个。

C。θ。3。3 性能鉴定——物理

C。 g。 3.3。 1 无指南。

C。 9。 3.3。2 以下内容适用于预处理或处理 :

——性能鉴定的实施应按形成文件的程序规定的装载模式和托盘间隔。应确认最难灭菌的负载。
——应评价达到最低预定温度和湿度所需时间内灭菌负载中的温度和湿度分布。传感器数量指南

见表 C。 1和表 C。 2。

——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应当放置于预期放人灭菌器的包装内。

以下内容适用于灭菌 :

——为证明处理过程的适宜性 ,用于性能鉴定研究的产品应处于待进人灭菌柜的产品规定的温度

下。若采用预处理 ,则产品应当预处理规定的时间。
——每个灭菌器的一种或多种装载模式应形成文件。装载模式中允许多种产品的组合应形成

文件。
——应比较新产品与用于灭菌确认的参考负载中的初始过程挑战装置(PCD)。 如果判定为更难灭

菌 ,则应进行完整的性能鉴定研究。
——应确定各装载模式或参考负载中灭菌负载的温度分布。在性能鉴定的气体暴露时间内,灭菌

负载应达到和/或超过充分传递所需杀灭率的最低温度且不应当超过可能对产品和包装功能
造成不利影响的最大温度。

——应测量在解析阶段灭菌负载内的温度 ,测量时间为被灭菌物品温度稳定所要求的时间。

C。θ。4 不同的负载配置

进行变更负载确认时 ,应 当确定最难灭菌的参考负载。该确定的负载可能包括 :医疗器械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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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负载悴积
微生物性能鉴定 常规控制(若采用)

攻5 23

50 25

55 28

40 60 30

50 70

I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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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不同长度的内腔 ,不 同材料和包装及不同的物理质量 ,这些对灭菌过程最具挑战性。因此 ,应 均

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的评价 ,包括但不限于 :

ω 环氧乙烷吸收性 ;

b) 通路的曲折性 ;

ω 热动力。

C。 9。5 确认的审核与批准

注:本活动的目的是实施和记录对确认数据的审核,以确认灭菌过程的可接受性并批准过程规范。

C。θ。5。 l 无指南。

C。θ。5。2 无指南。

C。θ。5。3 无指南。

C。 9。 5。4 确认项目完成后 ,应 当将测试结果编制于确认报告内。确认报告应包括或涉及以下内容 :

——灭菌产品的细节 (包括包装和在灭菌器内的装载模武);

——灭菌器规范 ;

——安装鉴定/运行鉴定数据 ;

——性能鉴定的物理和微生物的记录 ;

——在性能鉴定时全部的仪表、记录仪等都处于校准状态的指示 ;

——将来审核与再鉴定的规定 ;

——确认方案 ;

——所用的形成文件的程序 ;

——形成文件的操作程序 ,包括过程控制范围 ;

——维护和校准程序 ;

——若发生生物或设备故障 ,发生情况和采取的纠正措施 ;

——如发生偏离于方案的情况 ,偏离细节及其对方案和结果影响的评估。

C。θ。5。5 无指南。

C。θ。5。θ 无指南。

C。 10 常规监视与控制

注:常规监视和控制的目的是证明经确认和规定的灭茵过程已传递至产品。

C。 10。 1 为验证已确认的灭菌过程的有效性 ,应监视一系列关键过程变量。

应将生物指示物(若采用)分布于整个灭菌负载中,包括已知最难灭菌的位置或已知与该位置关系

的位置。应在预处理前放置生物指示物(若采用)。

若采用生物指示物(见表 C。 3),应在灭菌周期结束后将生物指示物从灭菌负载上取下 ,并尽快培

养。应当评价延迟复苏的影响 ,特别是暴露于残留环氧乙烷的影晌。

注:注意国家关于人员暴潞于环氧乙烷的法规。

应分析生物指示物的生长 ,该生长不是因为未满足物理过程规范丽产生的”这就需要重复进行

确认。

环氧乙烷注人时的压力升高可间接地测量灭菌柜内的环氧乙烷浓度。环氧乙烷浓度作为影响灭菌

过程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变量 ,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第二系统记录注人环氧乙烷后的压力升高。

C。 10.2 参数放行是经确认的灭菌过程的常规处理充分性的声明 ,仅依据物理过程参数的测量和记录 ,

丽不是生物指示物的结果。

当采用参数放行时 ,须测量 10。2中规定的额外过程变量。

28



GB 1827θ 。l-2015/Ⅱ so "135¨ 1:2007

C。 ll 产品灭菌放行

在产品放行时 ,审 核物理灭菌过程变量和生物指示物培养结果 (若采用),评估灭菌过程的符含性。

对于参数放行 ,需要记录更多的数据。应当审核所有记录的数据 ,以评估灭菌过程的符合性。

未满足物理规范或生物指示物 (若采用)培荞后有菌生长 ,应 隔离灭菌负载 ,并调查发生故障原因。

调查应形成文件 ,产品应按照形成文件的程序和 YY/T0287的 适用部分进行处理。

C。 12 过程有效性维护

C。 12.1 通贝刂

无指南。

C。 12。 2 设备维护

无指南。

C。 12。3 再鉴定

注:再鉴定的目的是证实无意的过程变化没有影响灭菌过程有效性。

C。 12。 3。 1 确认的数据、后续的再确认数据和常规处理数据应至少每年进行审核 ,应确定再确认的程度

并形成文件。审核程序应形成文件。

C。 12。 3。2 再鉴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验证内容 :

ω 产品设计、制造和包装材料、过程挑战装置(PCD)、 供应商、制造区域和设施、负载配置或可能

影响产品无菌的制造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化。

b) 产品生物负载未有明显增加 ,或没有使规定的 SAL失效的生物负载特征变化。

c) 温度分布和灭菌柜运行研究证明自上次 (重新)鉴定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ω 预处理柜或房间或解析区内温度分布和再循环检查表明自上次 (重新)鉴定以来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ω 历史证明自上次确认以来的灭菌过程具有可重复性。

o 变更控制和预防性维护计划表明灭菌设备没有发生可能影响过程的更改或重大变更。

g) 灭菌过程没有发生可能影响产品无菌的变化。

h) 若灭菌过程规范发生了变化 ,则灭菌过程的再鉴定应当包括确认产品满足 1SO10993-7规 定

的环氧乙烷残留量范围要求。

C。 12.3。 3 无指南。

C。 12。 3。4 无指南。

C。 12。3.5 若再鉴定中发现有重大变化 ,则 可能需要重新实施安装鉴定、运行鉴定和性能鉴定的一些项

目。再鉴定的审核记录 ,任何额外再鉴定的范围、任何原理和纠正措施都应予以保留。

C。 12。 3。6 无指南。

C。 12。 3.7 无指南。

C。 12。3.8 无指南。

C。 12。4 变更评估

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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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3 附录 A指南 :灭菌过程杀灭率的确定方法——生物指示物/生物负载方法

若定期测定产品生物负载且一致性较好 ,则 周期开发可采用生物指示物/生物负载结合方法。

本方法是基于已知生物指示物的抗力与生物负载的抗力之间关系的假设。基于此 ,生物指示物杀

灭率研究申开发的芽孢对数下降值(sLR)数据可用于证明对产晶灭菌的过程有效性。若数据采用列举

法产生 ,则也可从已产生的存活曲线推断得出。

确定过程杀灭率 :过程杀灭率通常用 D值表示。对于一个给定过程 ,微生物通常呈对数死亡 ,不论

微生物数量如何 ,通常都可以找出杀灭 90%微生物的环氧乙烷气体暴露时间。每-时间单元就是指该

过程的 D值。

采用两种常用方法之一的结果可计算出过程杀灭率或 D值。第一种方法 (歹刂举法)包括存活微生

物列举或物理计数 ,第二种方法(部分阴性法)采用部分周期生长/无生长的方法。任一种方法可用附录

A或附录 B。 采用部分周期法的结果或 1SO H13s-⊥ 和 ⒙O⒕ 161描述的等式可计算出D值。

无论使用何种方法 ,假定 :

a) 菌量相近 ;

b) 每次运行的过程参数恒定 ;

ω 存在半对数存活关系 ;

d) 过程中存活的微生物和未暴露的微生物在恢复培养基中有相似的反应。

所有微生物测试方法 (无菌检查、列举等)应按照 ⒙OH"⒎ 1和 ISO H73⒎2进行确认。

列举法 :列 举法包括将生物指示物或过程挑战装置暴露于部分周期 ,取 出并计数样品或生物指示物

的微生物数量。在开发存活曲线和 D值时可采用存活微生物计数。然后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计算

D值。

见 A。 3。 卫和 1sO H161。

部分阴性法 :部分阴性分析法包括运行多个灭菌周期 ,便部分并非全部生物指示物灭活。包括 :

a) Holcomb-spearmanˉ Karber(HsK)法 ;

b) Limited Holcomb-spearman-Karber(LHSK)法 ;

c)  stumbσ⋯MurphyˉCochran(SMC)法 。

见附录 A和 Is01在 1G1。

样本量 :样晶数量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及样品是否分布在整个负载中还是集中于一处。使用单一

位置 ,有助于样晶间结果的一致性 ,但是可能无法代表该柜室内的最难灭菌位置 ,除非在每一灭菌柜每

一可能的负载结构已实施了广泛的分布图。

评价结果时”须确保重复挑战之间存活微生物数量不同是因为微生物数量的随机差异丽不是暴露

条件差异。

最小样品数量指南见 IsO H13s-1和 IsO⒕⒕1。

生物指示物数量的进一步指南见表 C。 3。

为达到期望结果 ,可能需要缩短周期中作用后的时间。

C。 14 附录 B指南 :灭菌过程杀灭率保守性确定方法——过度杀灭法

通则 :本法有两种常用方法。

第一+ll方法为半周期法。困其使用相对方便及获得的 SAL具有保守性 ,医疗器械制造商和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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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机构通常采用此方法来证明在半周期暴露时间下 1O6生物指示物被完全灭活。当暴露时间为两倍

时,环氧乙烷暴露过程至少可达到 12芽孢对数下降值(sLR)。

笫二种方法 ,即周期计算法,通过附录 A(见 C。 13)给 出的方法获得一个 ⒓ 芽孢对数下降值(sLR)

过程。

3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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