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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鉴于像艾滋病毒、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等血源性致病菌对医务人员感染的概率增大 ,提高
医务人员的防护已成为—个重要的课题 。

医用防护服由可重复使用材料或一次性使用材料制成 ,这两类材料各有优缺点。在可选用的材料

类型范围内 ,产 品的设计和性能参数可以有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是产品在经济性、舒适性以及特定防护

需求之间相互权衡的结果 ,这种差异的多样性使医务人员在选择含适的防护服产品或防护性能等级时

要面对复杂的决策程序。

本标准旨在帮助医务人员选择作为医疗器械批准上市的医用防护服产品 ,可 为专业医务人员提供

技术支持 ,他们可以根据特定的医护程序 ,依据本标准向制造商了解医用防护服产品(以 下简称防护服 )

的性能指标 ,从而选择适用的医用防护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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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防护服的选用评估指南

l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关于防护服材料的类型、安全和性能指标、防护服产品的评价和选择、根据特定的医

护程序选择防护等级的指导原则以及防护服的维护和处理的指南。

本标准不可能涵盖医疗机构在选择防护服产品时所必须的所有技术信息 ,也不宜作为医用防护服

产品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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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妞-2013 纺织品 防水性能的检测和评价 静水压法

GB/TM阢—201连  纺织品 燃烧性能 垂直方向损毁长度、阴燃和续燃时间的测定

GB/T⒕ 886(所有部分)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GB19082-2009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YY/TO689-2008 血液和体液防护装备 防护服材料抗血液传播病原体穿透性能测试  Phi-

X1徂 噬菌体试验方法

YY/T0700—⒛08 血液和体液防护装备 防护服材料抗血液和体液穿透性能测试 含成血试验

方法

YY/T⒕ 99— 2016 医用防护服的液体阻隔性能和分级

3 术语和定义

3.3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仵。

阻 隔 性  barri●r proper!ieε

是指防护产品阻止液体及液体内微生物渗透的能力。

Ⅱ⒒Π定  blood

是指人血 ,人血成分以及人血制品。

佃呻皮 body fluid

身体产生 (分泌或排泄)的所有液体。

注:本标准中的体液包括那些可能被血源性致病菌感染的液体,包括但不仅限于: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脑脊液、

关节液、腹膜液、羊水、唾液和明显被血液污染的其他体液,以及在无法辨别和区分时的体液混合液。

污染 co⒒ 1amiΠated

是指实际或潜在地与微生物接触的状态。

注:污染可以被解释威直接和血液或其他潜在的感染性材料接触,不管是否已知含有微生物。

3.i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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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防护服苯键部位 protective c1othi△ g’ s criticaI area

防护服的左右前襟、左右臂及背部位置。

3.6

静水压 hydrostatic pressure

由静止 的液体施加的作用力 。

3.7

助i力由月艮  protective clothi⒒ g

一类经过特殊设计和制造的服装 ,用来将全部或部分人体与潜在的危险隔离 ,或用于隔离穿戴者 向
身衣物上的污染塬。

3.8

落絮  l二ntiΠ g

在使用过程中从防护服材料上掉落的纤维、碎片或其他颗粒物。

3.g

馓生物摸拟菌株 microbia】 modd

在大小 、形状和浓度上模拟一种特定 的人体致病微生物 ,并被用于检验防护服的微生物阻隔性能。
3.lo

非织造布 mnwove⒒ fa△rics

不需要纺纱织布而形成的织物 ,只 是将纺织短纤维或者长丝进行定 向或随机排列 ,形成纤 网结构 ,

然后采用机械 、热粘或化学等方法加 固而成 。

3.ll

其他潜在感染物质 other poteⅡ tia】 ly iⅡ Fect∶ous materials

OPIM

除血液或体液外 ,携带血液传播病原体或与传染性疾病传染相关 的物质 。

3.12

颗粒物 particⅡ e

悬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液态或固态与液态混合的颗粒状物质 浊口微生物、粉尘、烟和雾等。
3.13

芘舁茁E  pe【 letrat且o11

是指在非分子水平上 ,物质透过防护服的透气性面料或门襟、接缝、瑕疵 (例如针孔)的现象。

3.14

层片 ply

材料上的可分离的层或可分离的片。

3.15

强化区 reiⅢforced area

防护服上附加一层或两层与产品本身相同或不同的材料用于加强或改良产品性能的区域。

3.i6

穿透 strik← thro!gh

携带微生物的液体通过阻隔材料 (包括材料上的接缝或接点)的过程。

3.17

表面张力 surFace!eno二 oΠ

是液体表层由于分子间作用力不均衡而产生的,沿液体表面作用于任一界线上的力。表面张力能
够影响液体的湿润能力(例如 ,表面张力越小 ,液体就更容易湿润材料表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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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织物 wOvGn fa0riG

使两个纱线或类似的材料在正确的角度下相互交织而制造的纺织物。

3.{g

断裂 ;虽 度  breaki⒒ g stre11gth

在规定条件下进行的拉伸试验过程 中 ,试样被拉断记录的最大力 。

3.20

撕裂强度 tear strength

在规定条件下进行的撕裂试验过程 中 ,在材料上延伸裂缝所需要 的最大力 。

4 防护服材料的类型

4.l 可重复使用材料

4.l,i 概述

可重复使用材料的基本共同点是 :可以被重复处理和重复使用。

4.l。2 早期可重复使用的材料

早期防护服用纺织材料都是些易得到的纺织面料 ,这其中最常见的王种材料及其优缺点如下 :

a) 全棉平纹细布(经纬密 140):— 种松散的织物 ,柔软、吸水性强、悬垂性好和透气性好。因为其

十分容易透过 ,所 以这种材料不具有任何防水性能。此外 ,这种材料极易磨损 ,而且容易产生

线头 ;

b) 混纺高织纱棉布(平布)(经纬密 180):一种聚酯和棉的混纺织物 ,具有良好的耐久压烫的性

能 ,同 时还具有棉布的所有特性 ;

c) T280阻 隔单(经纬密分别为 :280、 270、 272和 175的 纺织材料):一种致密的机织棉布或棉/聚

酯混纺布。这是第一种可重复使用的经过防水整理的面料。这种材料初次使用时具有良好的

防水性 ,但经过反复洗涤、烘干、灭菌和使用后 ,其防水性能会减退。

4.l。3 近期可重复使用的材料

目前可重复使用防护服最常用的材料是 :

ω 聚酯织物 :由 聚酯长丝纺成纱线后再织造而成 ,经过化学处理或者轧光整理(使孔径最小化、更

致密),以 获得更强的液体阻隔性能。这种面料也可以采用超细纤维织造 |

b) 复合织物 :通过在针织物或机织物表面层压各种类型的膜或涂层整理 ,使其某方面的性能得到

增强(如 能抗液体穿透)。

4.2 一次性使用材料

一次性使用防护服通常由非织造布制成(也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材料 )。 可以单独使用非织造布 ,

或使用非织造布与能增强产品抗液体穿透性能的材料(如塑料膜)的复合材料。

非织造布是一种工程材料 ,依赖于纤维结舍技术(热合、化学或机械手段)来提供材料的完整性和强

度 ,而不是像机织或针织材料那样依赖几何结构上的互锁。生产非织造布的基本原材料是各种类型的

天然纤维(如 木浆 ,棉 花)或含成纤维(如 聚酯 ,聚烯烃 )。 通过采用特定类型的纤维、特定的粘含工序以

及后整理工艺 ,可 以生产出具有特定性能的非织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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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产—次性防护服的最常用的非织造材料如下。

a) 水刺布 :通常以木浆和聚酯纤维为原料 ,通过高速的水流使纤维粘合在一起 ,在经过化学处理
来提高材料抗液体渗透的能力 ;

b) SMS非织造布(纺粘和熔喷复含无纺布):这类材料曲纺粘和熔喷两种 T~艺 相纬含而生产的。
典型的医用材料由聚丙烯制成 ,并经过处理来提高材料的抗渗水性能。纺粘法非织造布由连
续长丝制成。熔喷法非织造布为超细纤维结构 ,纤维苴径细 ,也可以采用短纤维制成 ;

c) 湿法非织造布 :这种非织造布由木浆或聚酯/木浆混合纤维制成。纤维材料悬浮在水溶液中并
形成均一的悬浮液 ,然后通过滤网滤掉水 ,再用化学粘舍剂使纤维更牢固地粘含在—起 ,同 时
提高材料的防水性能 ;

d) 复合材料 :由非织造布、薄膜通过层压或覆膜△艺制成。这种复合材料不仅倮留了原有纽成材
料的性能而且还有所增强。

4.3 一次性使用产品和可重复便用产品的改良

不管是一次性使用产品还是可重复使用的产品都常常被进行改良以增强或提高它们的性能指标。
例如单层的防护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能提供足够的阻隔倮护。这时 ,可 以采用加入附加层、涂层、增
强或层压(整体的或局部的)等手段来改良产品 ,赋予产品更高m,l阻隔防护能力。此外 ,制 造商还会根据
预期用户的需求来增强或增加产品的特性 ,如 赋予产品吸收性能 ,防滑性 ,额外的强度 ,或其他有益的
特性。

最常采用的增强手段如下 :

a) 多层加工法 :用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材料加工而成 ,以 提高产品的阻隔性能或强度 ;

b) 覆膜法 :多种膜可以通过层压法和其他材料结合在—起 ,在 防护服中对纺织材料起到保护作
用。微孔膜 ,单片膜和双组分膜是目前最常用的三种覆膜材料 :

1) 微孔膜 :微孔膜上的小孔可以允许水蒸气通过 ,根 据采用的技术不同,针对液体和微生物
可以提供不同等级的阻隔防护 ;

2) 单片膜 :单片膜是无孔膜 ,根据采用的技术不同,阻 LL水蒸气通过的能力也不同,是阻隔液
体和微生物穿透的典型产品 ;

ω 双组分膜 :双组分膜通常由微孔膜和透气的聚含物组成 ,能够阻隔液体和微生物的穿透。
ω 涂层法 :涂层是一种半液体材料 ,例如氨基甲酸酯或有枧硅树脂 ,它们通常被涂在织物的一个

面上。涂层材料的性能参数 (例如 ,涂层材料茱型 ,涂层厚度)不 同,其对微生物和液体穿透提
供的阻隔等级也不一样。

5 安全和性能指标

5.l 阻隔性能

5.l。 l 阻液体和馓生物穿透

出于保护病人伤口不被感染以及保护医务人员不被血源性致病菌或其他微生物感染的目的,医用
防护服必须能提供阻止微生物传播的有效阻隔性能。医务人员在对病人实施隔离防护时 ,通 常会穿上

防护服来防止他们自身衣物对环境造成污染。医用防护服的液体防护等级见 YY/TH99—⒛16。

防护材料有两大类 :一类是依赖防护涂层(防水涂层)和 /或产品结构 ,另 一类是通过覆膜对产品进
行增强。即使同一产品 |某些区域的抗液体穿透能力也会比其他区域强。例如 ,防护服前襟通常会采用
某些手段进行加强 ,使其具有比其他部分更强的阻液体穿透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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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报道 ,当含微生物的液体穿过防护材料时 ,其 内含有的微生物也会一并穿过 ,而且在没有

可见液体存在的情况下 9微生物也可以穿过加强的防护材料。习惯上 ,使用者往往认为在没有可见的渗

透的情况下 ,是不会有微生物穿过防护材料的。这已被证明并不符含实际情况。

在医疗活动中,液体往往被认为是微生物转移的重要载体 ,其 他 HT能 的载体还有 :空气、气溶胶、毛

发、落絮以及皮屑。在机械作用下的干态微生物可以穿过防护服的多孔材料。有效的微生物阻隔必须

能阻止干态和湿态的微生物穿透。

医疗活动中液体污染发生的两大基本类型是 :喷洒和飞溅 ,或 考由于压力和接触产生的液体浸透。

在医疗活动过程中至少有上述一种类型的液体污染会发生 ,很 多时候也会出现两种类型的结舍。基于

不同的使用环境 ,应选择最含适的测试方法对产品性能进行更加精确的评估 ,进 雨选择舍适的产品。

以下是最常用的试验方法 :

a) 静水压法 :该项 o^R验能够确定在渐增的压力作用下材料的阻水性能。试样在水平方向被夹住 ,

施加到材料上的静水压从零开始以—定的速率增大 ,直至有可见的渗透的水珠 I乜 现。此时 ,试

验终止 ,这时的静水压力值被记录下来。此值越大 ,材料的阻水性能越强。检验失效时的压力

可以用厘米水柱(cmHz0)或 千帕(kPa)来表示 ;

b) 冲击渗透法 :该项试验能够确定在喷洒作用下材料阻止水穿过的能力。测试原理是 :样品被夹

在一张已经称重好的吸水纸上 ,并 45° 放置。试样上方一定距离位置上放置一漏斗 ,漏斗底端

连接—个喷头 ,一定量的水将从漏斗流出,经喷头喷洒到试样上。当漏斗中的水流尽时 ,试验

结束。试验结束后 ,将试样移除 ,对吸水纸进行再次称重。吸水纸增加的重量越小 ,材料阻止

水穿透的能力越强 ;

ω 阻醇性 :该项试验是确定材料抗湿性以及对不同浓度醇溶液的抗渗透能力。醇类化学物具有

低的表面张力。该试验中,有 11个不同浓度的异丙醇溶液 ,其浓度从 0%~100%。 试样放置

在一个玻璃盘中,从浓度为 0%的异丙醇溶液开始 ,将溶液液滴置于试样表面三个不同的位置

上 ,在 5miΠ 内如果有可见的液体穿透发生 ,则 试验终止 ,记录此时异丙醇溶液的浓度。液体

渗透发生时 ,异丙醇溶液的浓度越高 ,材料的阻醇性越好 ;

d) 阻含成血穿透性能 :YY/T0700-2008是 防护服用材料的阻合成血穿透性能的试验方法标

准 ,可以测定在连续接触的条件下材料阻合成血穿透的能力。试样被安装在—个试验槽内,将

含成血和观察口隔开。通过空气管向试验槽内试样一侧进行增压 ,有 4种压力和时间设定程

序 ,根据防护服材料自身的属性和使用 目的进行选择。在每—规定压力和时间间隔的终点观

察样品的可视面 ,如无液体或特征性变色现象出现 ,则 该试验样品含格 ;

ω 阻病毒穿透性能 :YY/TO6β 9-2008是评价防护服用材料阻血源性致病菌(采用 Phl-Xr4噬

菌体)穿透性能的试验方法标准 ,可 以测定在连续接触的条件下材料阻微生物穿透的能力。该

试验方法已被设计成乙型肝炎病毒(HBⅤ )、 丙型肝炎病毒(HCⅤ)以及艾滋病病毒(HIⅤ)穿透

检验模型。因为上述病毒在使用过程中操作风险比较高 ,所以采用了噬菌体 Phi-X174。 Phi-

X1"是 目前已知的最小病毒之一 ,直径 0。 027um,在 大小和形状上和丙型肝炎病毒类似 ,是

一种最小的血源性致病病毒 (相关球形致病菌大小对比见图 ω:试样被安装在一水平试验槽

内,将微生物和观察口隔开 ,加人 60mL规定滴度的噬菌体悬浮液 ,并使菌液和试样的一面倮

持接触 ,通过空气管向试验槽内试样一侧进行增压 ,有 4种压力和时间设定程序 ,根据防护服

材料自身的属性和使用目的进行选择。使用营养肉汤采集透过的噬菌体 ,在 合适的条件下温

育培荞 ,看是否由病毒颗粒检出。即使在看不见液体渗透的情况下 ,仍能检测到穿过材料的活

病毒颗粒 ,通过本项检验的材料 ,可 以认为具有很高的阻隔微生物和液体穿透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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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球形致病菌大小对比

5.l。2 浓体中微生物阻隔性能评价方法的局限性

液体挑战试验已经被用来评价防护材料的阻隔性能。然而 ,行业内的液体挑战试验对液体中微生

物阻隔性能的评价方法尚存在局限性。比较显著的局限性如下 :

ω 通过肉眼观察或吸水纸称重来判定液体穿透是否发生的方法与微生物试验方法相比,灵敏度

较低。尽管微生物试验方法具有更高的确认度 ,然而仍然没有一个试验方法能完全推论出水

源性微生物的阻隔性能。很少量的液体可以携带大量的微生物 ,然 而这却不能通过肉眼观察

到也不能通过对吸水纸称重来检测到(见表 1)。 例如在 0。 l uL的液滴中可以有 104个感染单

位的乙型肝炎病毒(HBⅤ),这也是为什么乙型肝炎病毒极易被感染和传播。表 1说明了很少

量的体液就可以携带数量很大的血源性致病菌。对于一个确定的微生物 ,造成感染的微生物

数量尚不知道 ,并且这个数量对于不同的微生物可能变化很大。例如 ,对于葡萄球菌 ,造成感

染的微生物数量被估计为 10△ 然而对于乙型肝炎病毒一个就具有感染性。尽管造成感染所

需微生物的计量不确定 ,但是总体结论是 ,明 显的感染性液体迁移也不能作为水源性微生物阻

隔性能的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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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本图表将透过的液体量转换为潜在的血源性治病菌的数量。第—行的四个斑点图是由∵定体积的合成血液

滴在吸墨纸上形成的。第二行列出了二种主要的血源性致病菌 :乙 型肝炎病毒 (HBⅤ),丙 型肝炎病毒

(HCⅤ)和艾滋病病毒 (HIⅤ )。 基于受感染者全血浓度的数据记录 ,列 H|了 二种病毒感染单位 (Infecjous

U"ts)的 估计值。这些数据来自于 Bradley(198ω ,Ho et a1.(1989)和 shihta d a⒈ (1Ⅳ7)的记录。

表而张力为 4.0× 104N/cm的红色合成血滴落到白色的吸墨纸上。

基于患者的全血浓度的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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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血源性致病菌透过量转换图表

在液体挑战试验中所使用的液体 ,例如水或盐水 ,相对于人的体液以及血液在物理特性上都有

很大的差别 ,它们不能像血液或体液那样容易湿润或穿透防护材料。甚至即使采用人或动物

的全血或含成血 ,也不能预测所有潜在的感染性人体液的湿润和穿透性能。采用全血的另外

一个固有潜在风险就是所用血液的人或动物的年龄、饮食以及服用药物情况的不同导致其血

液在各种性能上也会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 ,除唾液外 ,人血液和体液的表面张力范围是

4.2× 104N/cm~6。 0× 10^连 N/cm,水 的表面张力是 7.2× 10^‘ N/cm,生理盐水的表面张力是

7.4× 10^硅 N/cm;

在检验中,大部分设备对液体所能施加的静水压是有限的。因为测试方法采用的是压力范围

中低端的压力值 ,测试的压力往往不能表征在实际医疗活动中对液体所施加的压力。(在医疗

过程中挤压和接触对防护服产生的压力从低于 6.895kPa到 大于 413.7kPa;在 医疗活动中腹

部压力的代表性压力值为 1.72kPa~l3.79kPa)在 压迫和接触时,施加到防护材料和实际施

加到液体上的压力并不相同,这是因为除非液体被完全包裹住 ,否则它总会朝向阻力最小的方

向被挤走。在医疗活动中,施加到液体上的压力尚未精确定量过 ;

大部分液体挑战试验方法都有特定的时间-压力程序 ,并且进行的时间往往比预期的实际时间

短。根据防护服的最终使用情况 ,液体挑战检验的时间应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一殷认为 ,

为达到特定的试验结果采用较高的液体压力和较短的时间是必需的 ;

在液体挑战试验中防护服的条件是很重要的。试验前 ,由 物理的、化学的或热力的方法对产品

材料品质造成的不利影响 ,会对产晶实际使用性能产生错误的评估。防护产品的最终使用目

的是能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对液体和微生物的穿透形成有效的阻隔。在医疗过程中,物理的、化

学的和热力的手段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于多次重复使用的产品再处理过程对产品的影响都应进

行评估。物理技术参数包括 :拉伸、舒张、机械弯曲以及磨损(湿态和干态)。 化学的影响包括 :

暴露在各种临床溶液下 ,皮肤消毒剂以及人体润滑油 ,冲洗液 ,汗 水 ,以 及皮脂。热力影响包

括 :和热的设备直接接触以及和高能输出设备直接接触 ;

YY/T0689— ⒛08主要关注一个模式生物 :它 相对较小并且通过分析手段容易检测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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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⒈X174噬菌体。然而 ,很多病毒的传播模式并不完全清楚 ,YY/TO689—2008的 检测模式

并不能普遍使用于所有的病毒暴露情况。因而 ,制造商不应发表针对所有病毒的阻隔声明,即

使他们的产品通过了 YY/T0689—⒛O8的检测。对于通过 YY/TO689-2008检 测的产品 ,

产品可 以标记 为 :“ (产 品名 称 )已 经通过 YY/TO6892008检 测并满足标 准要求 ,

YY/TO689—⒛08血液和体液防护装备 防护服材料抗血液传播病原体穿透性能测试 Phi-

X17攻 噬菌体试验方法气

5.2 对空气中微生物 ,气溶胶微生物以及干态粒子的阻隔性能

用于评估对空气巾微生物 ,气溶胶微生物垃】及千态粒子微生物穿透的测试方法已经建市卜汶典测

试方法常常涉及压力参数 ,并被用于检测防护服的生产材料。因此 ,这些检测方法可能不是防护服所要

面对的典型挑战。这些方法列举如下古

5。 2。 l 细菌穿透(气溶胶过滤)法

该检测方法中,带菌的挑战液是气溶胶状 ,被喷洒到试验材料上 ,或直接通过试验材料 ,然后对试验

材料的另外—侧进行微生物培养 ,并进行菌落计数。最常用的微生物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

胞菌。

5.2.2 细菌穿透(干态颗粒)法

该方法是用来确定试验材料对由皮屑或落絮携带的气源性微生物的阻隔性能。将枯草芽孢杆菌的

孢子混舍到滑石粉颗粒上 ,并 由泵抽吸通过试验材料或喷洒到试验材料上:材料的另外一面进行微生

物培养并进行菌落计数。

5.3 耐磨性

防护材料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应有明显的磨损 ,包括干燥和潮湿的环境。磨损会减弱材料的性

能 ,降低阻隔性能 ,并会导致材料容易撕裂并产生落絮。对于材料磨损主要的考虑是材料和材料之间的

磨损以及和其他材料之间的磨损。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如下 :

ω 平磨法 :在可控的压力条件和磨损作用下 ,采用一个旋转平台和双头测试仪 ,试验进行旋转摩

擦。试样安装在一个平台上 ,开启纵向轴 ,作用在两个旋转滑动摩擦轮上。一个摩擦轮朝外围

方向摩擦试样 ,另 外一个摩擦轮朝中心方向摩擦试样。摩擦的痕迹会在∵个 30cm2的范围内

形成数个交叉的弧形 ;

b) 马丁代尔磨损法 :抗磨损性能可以通过马丁代尔磨损试验机进行评估。这个检验要求试样根

据一个几何图案进行一个摩擦运动 ;这个几何图案就是 :一条直线逐渐变成一个扩大的椭圆 ,

最终在对立的方向又形成一条直线 ,然后在已知的压力条件和磨损运动下沿相同的图案重复

再次运动 ;

ω 充气襄试验法 :在这个试验中,一个充气囊被用来检测可控条件下和潮湿条件下纺织品的抗磨

损性能。

5.4 强度

5.4.1 概述

阻隔材料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在可控条件和潮湿条件下 ,能够耐受正常使用产生的强力。撕裂和

穿孔对无菌区域都能造成威胁 ,能导致液体穿透。一个材料应检验其断裂强度、撕裂强度和抗穿刺性。

以下方法 (5。攻。2、 5。吐。3和 5。吐。ω可用来测定这些性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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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断裂强度

断裂强度的常用测试方法如下 :

a) 抓斗法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裂缝的初始材料 ,本测试方法通过施加一个逐渐增强的拉力 ,来检

验材料的拉伸强度。检验中.导致试样断裂需要的力越大 ,产品的强度就越大 ;

b) 条样法 :本测试方法是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裂缝的具有—定宽度的条形试样 ,通过施加一个逐渐

增强的拉力 ,检验材料的拉伸强度。检验中,导致试样断裂需要的力越大 ,产品的强度就越大 ;

c) 胀破强度法 :本测试方法通过施加逐渐增强的压力 ,测量样品的抗破裂强度。导致样品胀破所

需要的压力越大 ,样 品的强度就越大。

5.4.3 撕裂强度

首先在样品上做—个初始的撕口,撕裂强度的检验就是要确定延伸这个撕口所需要的力。最常用

的测定撕裂强度的测试方法有如下二种 :

a) 艾尔门多夫撕裂强度法 :当 材料上已有一个初始的撕口,在可控力的作用下测量材料抗撕裂的

能力。所需要的力越大 ,则材料的抗撕裂强度越大 ;

b) 梯形撕裂强度法 :在施加一个垂直作用于撕裂方向的逐渐增加的力的条件下 ,检验材料的抗撕

裂能力。所需要的力越大 ,则 材料的抗撕裂强度越大 ;

c) 舌形撕裂强度法 :当 施加—个平行于初始撕裂方向或与直接作用于初始撕裂方向的逐渐增加

的力时 ,检验材料的抗撕裂能力。所需要的力越大 ,则 材料的抗撕裂强度越大。

5.4.4 抗穿刺

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 ,防护服应能抗穿刺。作用于防护服的力中,最 主要的是与各种锋利、尖端物

体直接接触造成的力。抗穿刺检验方法如下 :

ω 穿刺延伸撕裂法 :本检验用于评价材料抗动态穿刺和抗撕裂性能。所需要的力越大 ,则材料的

抗穿刺和撕裂强度越大 ;

b) 剌穿法 :本检验通过测量使一个边缘锋利的刺穿探针 (如 注射针)穿透材料所需要的力来评价

防护服材料的抗刺穿性。刺穿探针垂直作用于材料表面,在试样下没有支持性结构。所需要

的力越大 ,材料的抗剌穿强度越大。

5.5 舒适度

防护服总体的舒适度受很多因素影响 ,例如 :设计 ,含体性 ,透气性 ,重量 ,手感(柔软度),表面光滑

度 ,静电特性 ,颜色 ,光反射性(刺 眼性),气味以及皮肤敏感性。其他影响穿戴者舒适性的可变重要因素

还包括附加衣物层 ,身体和健康状况 ,工作量以及精神压力 ,此外还有防护服使用区域的环境条件 (例

如 ,温度 ,相对湿度 ,换气次数)。 舒适性是个十分主观的因素 ,它很容易被上述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

素的组含所影响 ,所 以很难通过试验的方法对它进行预测。对总体舒适度最好的评价方法就是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的穿戴试验法(当 然要在产晶的防护性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进行)。

热舒适性 ,在人体产热和散热之间达到平衡时的舒适性。一般用透气性来描述防护服材料允许空

气和水蒸气的透过能力。针对由多孔材料面料制成的防护服舒适性的评估 ,透气性可以被用作为—个

可预测的评估参数。然而 ,覆膜加强型的防护服不允许气体透过。所以,检验由热应力对防护服造成的

不舒适性 ,一般选用透湿试验作为一个对所有防护材料 (包括透气性材料和非透气性材料)进行比较的

参数。综上所述 ,很多因素可以影响舒适性 ,尽管不能针对所有类别的防护服 ,但透气性和水蒸气透过

率可以作为纺织材料的两个客观检验参数。

防护服通常由多种材料制成 ,这些材料在透气性和水蒸气透过这两个参数上变异很大。防护服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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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其一部分可以允许体表的汗液和水蒸气透过进人到环境中,进而协助碎温调节平衡。全部或部分由高透气性或高水蒸气透过率的材料制成申防护服 ,通常具有更宽的舒适度范围,或者说对更高的温度、相对湿度以及更高的工作量具有容忍性。不能使汗液或呼吸蒸气充分透过的防护服会导致内外交换平衡的打破 ,往往导致不舒适性。

透气性 ,水蒸气透过和热阻性的测试方法如下。

5·5.i 透气性

在—定压差条件下 ,检验样品允许气体透过的能力。检验结果用气体量/面积/时间表示。测得的数值越大 ,材料的透气性越好。当绨果小于 30.5crn3/(cm2· min)时 ,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检测。

5.5.2 透湿盘

水蒸气透过是指水蒸气穿过材料的能力。这—性能对舒适性有显菁的影响,因 为水蒸气不能透过的材料往往会造成不舒适性。测量水蒸气透过的测试方法很多 ,当用不同测试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时 ,

需要慎重考虑方法的可比性。

5.5.3 热阻和湿阻

在恒稳态条件下 ,通过使用出汗倮护热板(也被称为皮肤模型 ,因 为它是模仿人体皮肤的热调节模
式)来检验材料的阻千态热损失和阻水蒸气热损失性能。该装置模拟的是在两个干燥和出汗的人体皮
肤上发生的热量和质量的传递过程。用不同的环境条件模拟不同的环境状况时 ,对 防护服的阻干态热
损失和阻水蒸气热损失的检验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分别进行。皮肤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多孔金
属板。该板通电加热至 托 ℃(人体皮肤的温度)然后在其上覆盖试样。通过给金属板供水来模拟出汗
过程 ,水将流过金属板上的小孔 ,并从小孔上蒸发出去。低的阻热系数意味着防护服材料高的热导率 ;

低水蒸气阻隔系数的防护服材料则对应着低的水蒸气透过。

5.θ  沾色 ,色牢度和残留物

可熏复使用产品或一次性使用产品 ,在其使用过程中,应避免产生脱色、沾色和残留现象 ,否则从美
观和生物安全角度考虑 ,该产品必将被弃用 (某些类型的残留物会对微生物起倮护作用 ,进而妨碍无菌
检验)。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产品的处珥程序进行评估 ,该评估应包含处理程序对产品沾色、色牢度和防
残留物能力的影响。

5。7 静电特性

防护服在电气安全方面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其富集或消除电荷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 ,很多其他的
因素会对静电消除产生影响 ,例如 ,环境的相对湿度 ,穿戴时间 ,穿戴时的动作 ,以及组合使用其他产品。

防护服和其他纺织材料—样 ,会产生静电火花。由于在使用环境中会有酒精类产品,因 此 ,在为病
人做前期准备以及使用杀菌剂时 ,应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 :并等这些酒精类产品完全消散(例如 ,

酒精蒸发)再穿戴防护服进行工作。

如果在使用中可能会遇到可燃性气体 ,应该在产品上或产品包装上贴有警告标签。如果产品很容
易捕获静电电荷 ,那么应该针对它进行下列评价。

ω 纺织材料的静电吸附 :织物金属试验——该检测方法是检验某些纺织材料由于静电电荷而产
生的相对粘附性倾向。在这个试验中,特定的摩擦织物被用来作用到试样上以产生静电电荷。
然后 ,试样因静电引力吸附到一个金属板上 ,当试样上的静电电荷消除到其与金属板间的静电
引力不足以抵消试样重力时 ,记 录下时间,试样从金属板上掉下来。

ω 静电衰减 :试样在—定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处于平衡状态。然后 ,试样悬浮在两个电极之间,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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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Ⅴ 的静电电压进行充电 ,记录下放电到 500Ⅴ 的时间。在 GB19O82-2009中 ,描述的

可接受衰减时问不超过 0.5s。

c) 表面电阻率:此测试方法中,试样在一走的滥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处于平衡状态,然后用电阻

仪测试试样的电阻率。

5.8 阻燃性

现代医疗活动中含有很多潜在的火源 ,包括外科激光器 ,手术电刀 ,光纤内窥镜 ,以及其他高能电动

医疗设各9如果高强度的热源(例如外科激光器 ,或其他外科电动设备)作 用于医疗活动环境内的任何

材料 l~,都会引起燃烧 ,尤其是当环境中的氧含量增高的条件下。不 lol材 料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阻燃性

能是有差异的。

根据 GB/TM55-1⒀ 7中规定的检测方法 ,检验防护服产品的阻燃性性能 ,结含 GB⒛O82 2009

对阻燃性的要求 ,判 定该产品的阻燃性是否符含要求。

5.9 颗粒物和落絮

大部分材料(织物 ,非织造布)在磨损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并释放线头颗粒物。此外 ,有记

录标明有些材料能产生比其他材料更多的颗粒物。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落 絮、颗粒物越多 ,因 微生

物传播或异物反应造成感染的概率越大。最终 ,产生的落絮可以在空气处理系统的管道中或在壁橱或

储物架的顶部形成颗粒物 ,这会潜在地降低净化循环系统的△作效率 ,增加对医疗环境清洁和维护的工

作量。因此 ,防护服应尽可能设计成无落絮产生。以下几种测试方法可以用来评价防护服材料是否易

产生颗粒物或可见的落絮 :

a) 空中挠曲试验 :试样在一个干净的试验箱中进行挠曲,试验箱中的空气被抽出来 ,用光学粒子

计数器对空气中的粒子进行计数。

b) 水中振荡试验 :防护服材料被放置在一个含有超纯水的容器中,对容器进行震荡使颗粒物释放

到水中,将水抽出,并用水源性的光学粒子计数器对颗粒物进行计数。

ω 滚筒法 :防护服材料被放置在一个旋转的滚筒中,通过翻转使试样中的颗粒物释放出来 ,自 动

粒子计数器会检验滚筒内的粒子浓度。依据检验结果 ,试验可被分为 1类 (粒子浓度最低),

2类或 3类 。

d) 空中扭曲试验 :当 防护服材料进行连续的扭曲运动时,检验从试样中释放的粒子的相 X·i浓度

水平。

5.lO 缩水率

当用科研机构中或商业洗衣机构中最常用的洗涤程序对防护服进行洗涤时,本测试方法可以监视

试样尺寸的变化。首先记录下试样的初始尺寸 ,然后对试样进行洗涤 ,干燥 ,灭 菌 ,再测量试样的尺寸。

最终结果是以各个方向变化量的百分比的形式奉示出来的。检测量上的增加以
“
+”号表示。检测量上

的减少以
“—”

号表示。

5.ll 生物相容性

制造防护服的材料不应含有对使用者不利的成分。被用来增强材料的阻隔性能或抗污染性能、结

合在材料上的化学物质或其他添加剂 ,有些可以被除去 ,有些不能。

目前 ,可用 GB/T16886系 列标准对防护服进行生物学评价。依据防护服和使用者接触的类型和

接触时间长短列出了一系列测试方法。防护服被分人表面器械类 ,表面器械是指短期(少于 扭 h)暴露

的表面接触器械。尽管生物相容性检验描述十分详细 ,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仍然对材料有过敏反应的

可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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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无菌保证

典型的灭菌方法有 :辐射灭菌 ,环氧乙烷灭菌 ,以 及高压蒸汽灭菌。对于防护服 ,无菌保证是一个比

较关键的项 目。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安全会造成影响的因素 ,例如环氧乙烷残留量 ,以及灭菌过程中产

生的化学副产物 ,都要进行评估。

预先包装好 ,可重复使用的和一次性使用的产品灭菌后可被认为是无菌的,除非其包装的完整性被

破坏。医疗机构中灭菌的产品应该都有正确的文档记录 ,并且有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说明,以保证现场灭

菌的有效性。对于防护服的灭菌 ,必须保证灭菌剂量 ,并能有效地去除灭菌剂残留。其他重要的可变囚

素还有 :推荐的折叠方法 ,包装配置 ,包 内容物和密度的限制 ,以及灭菌容器装量的限制等。

5.13 使用性能

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 ,并在有效期内,对于每一个医护程序 ,防护服能对血液和其他潜在感染源提

供有效阻隔。由于不同的操作程序和承担的任务不同,其对产品的使用条件和使用时问的要求也有明

显的区别 ,这就要求产品能提供不同的防护等级(参见第 6章 )。 应该仔细考虑使用中对产晶功能的影

响 ,例如强度(断裂强度 ,刺穿强度 ,撕裂强度 )另 耐磨损性能(对防护性能造成的掼失);柔韧性 ;抗污染能

力 ;阻燃性。如果防护服在使用时要求是无菌的,那么可重复使用产品和一次性使用产品,其无菌效果

的有效性和产品储存时间都应该进行评估 ,此外 ,对 于可重复使用产品,其 清洗、消毒程序也应该被

评估。

对于可重复使用产品 ,一个有效的系统 ,能保证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及时被清除掉。对于防护服

的制造商 ,要咨询他们关于产品的预期使用寿命 ,以及是在何种使用方式下的寿命。如果这些工作都被

外包出去了的话 ,医疗机构要保证这些承包商在例如干洗、重新包装以及无菌包装等操作上要符合上述

要求。

医疗机构被要求要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该系统能对个人防护设备进行及时的修复或更换 ,以保证它

们的阻隔有效性。该体系能及时检查、检验、维修和更新个人防护设施 ,这对于倮证防护产品的正确保

养和持续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上述这些服务应完全由制造商或供应商完成。终端用户应建立并

完善针对接受产品的标准体系(包括产晶类型 ,产 品地点 ,包装数量 ,维修和污染控制等)。 对所用产品

实施有效科学的质量管理是医疗机构的责任。

6 防护服产品的评价和选择

s。 l 概述

防护服的选择应能满足医疗机构复杂的决策程序。该程序会考虑到很多因紊 ,例如防护性能 ,舒适

性 ,强度和材料的质量。本部分对医疗机构在防护产品的选择和评价上提供了∵个参考指南 ,评估者可

以作为参考 ,根据特定 目的 ,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客观定量的评价。

6.2 来自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佶息

医疗机构在进行评估时 ,希望得到制造商的检测数据和其他的关于产品性能参数的信息。此外 ,对

于可重复使用的产品 ,医疗结构应该要求制造商和/或供应商提供产品的处理和维护信息。在选择防护

服时 ,应要求制造商和/或供应商提供下列文件 :

ω 能够证明产品有效性的所有临床数据、试验数据 ;

b) 与产品使用经验相关的参考文献 ;

ω 为保证产品的使用性能和预期性能一致 ,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

ω 产品的处理方法 ,以及若进行焚烧处理 ,其副产物信息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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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重复使用产品的处理程序 ;

f) 可重复使用产品处理后的性能评估方法 ;

g) 该产品的灭菌程序以及证明该程序有效性的详细信息方法;

h) I1重 复使用产品的使用次数 ,预期使用寿命以及相应的检测方法。

6.3 产品评估

对捉供的临床或实验窆数据进行比较 ,讨论 ,最好能对产品的实际使用性能有所指示。因此 ,对产

品选择过程中任一部分都应有对其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正式评价。这—评价应该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以

下几个方而 :

a) 针对特定的使用目的 ,防护服的设计和结构 ;

b) 对产品在美观上(必要时)和舒适性上的考虑 ;

c) 对于一次性使用和iF重复使用的产品 ,产品的灭菌效果和贮存时问 ;

d)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产品 ,处理条件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以 及修复和维护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

c) 在最恶劣的使用条件下外界影响因素对产品性能的影响 ,例 如 :扭曲,磨损 ,激光刺激或接触性

腐蚀 ,污染 ,以 及强度(断裂 ,刺穿以及撕裂)变化。

G。4 关于产品功能中的性能优势

医疗机构防护服的选择是—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产品的选择应该根据产品的预期使用 目的 ,以 及

产品相关的性能指标 ,产品产地、成本 ,产 品生产和供应的质量体系。通常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阻隔

J眭能。

在诊疗医护程序中,往往需要一种以上的产品 ,应对每种需求分别进行单独的评估。表 2是结合产

品的功能进行性能评价的例子。表格列出了最少的考虑因素 ;医疗机构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加入其他的

考虑因素。以下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表格 :

ω 根据本标准选择舍适的方法用来评价产品的特性 ,或者根据评估者已有的经验方法 ,并把它们

列在表格中舍适的位置上 ;

b) 根据医疗机构的自身需求 ,对每种性能参数设置优先级 ,优先级的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方案 :

1) 不重要 ,期望有 ,适用 ;

2) 期望有的 ;

3) 重要的 ;

4) 极其重要的。

一旦一个性能参数的优先级被设定 ,那么它应适用于所有被评估的产品 ;

c) 根据选择的方法进行检验 ,然后根据检验结果对产品的性能进行评级 ,评级时 ,应依据医疗机

构的检验方案或制造商提供的文献资料。以下可以用作为设置评级方案的参考 :

1) 不好(低于标准要求);

2) 低于平均值 ;

ω 平均值(满足标准要求λ

ω 高于平均值 ;

5) 非常好(超过标准要求)。

对于所有要评估的产品,采用以上评分等级 ,比较其实际检验结果。所有评级系统都采用这种

格式 ,同时所有的产品应采用相同的测试方法 ;

ω 用优先级乘以评分等级 ,将得到的数值填人结果栏中 ;

ω 把结果栏中的数值相加 ,计算每种产品的总得分 ,所有的产品对于每一项评估性能都有一个得

分 ,这—点很重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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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机构自身的特殊要求 ,把所有产晶的总体绍理性能的总得分进行排序 ,综合考虑产品的造
价和质量保证 ,作为防护服的选择依据。

6.5 周期性评估

鉴于可选产品的持续更新 ,以 及诊疗医护程序的规范变更 ,建议至少每两年重新评估—次。

7 根据特定的医护程序选择防护等级的指导原则

7.l 概述

本章主要根据医用防护服的液体阻隔性能和分级方法做一个总论。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要求阻隔
血源性致病菌的医务人员需要阻隔防护 ,医疗机构中承担其他医护程序的人员 (例如 ,急救室内的急救
人员、运送人员等)也需要这一阻隔防护。

7.2 暴露控制方案

每一医疔机构都有暴露控制方案 ,明 确职业风险 (潜在的暴露),并采取合适的措施来防止这一风
险。作为这些措施的一部分 ,医用防护服的选择应能阻止血液和其他潜在污染物的穿透。

评价暴露风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

ω 液体的存在(预期失血 ,体液冲洗λ
l硅

表 2 防护服产品评估表格举例

仄疔机构 :

预期用途 :

预期的阻隔性能等级 :

产品 l

名称 :

描述 :

产品 2

名称 :

描述 :

产品 3

名称 :

描述 :

染色 ,脱色和残留物

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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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触的类型和压力(溅 ,喷洒 ,淤积 ,浸湿 ,压或接触);

c) 医护程序的持续时问(时问越长 ,会导致压力或液体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d) 医护程序的类型(J「腹与最低限度的外科侵入技术,深体腔亏浅表切冂)o

7.3 制造商的阻隔性能标识和分类

医用防护服的液体阻隔性能和分级参考标准 丫〃T⒕ 99— ⒛16医用防护服的液体阻隔性能和分级。

表 3 医用防护服液体阻隔性能等级和测试方法

7.4 针对特定应用目的的阻隔性能分类例子

表 4列举丁预期使用条件和相关医护程序的例子 ,并提供了相适应的阻隔性能等级。该表可为医

疗机构制定暴露控制方案提供帮助。表中所举例子并不能详尽一切 ,也不能代替专业经验和判断。表

4也不能涵盖医疗机构所遇到的所有实际情况。很多因素会影响防护服产品的选择。例如 ,在 医疗过

程中技术的差别和时问的长短 ,会影响液体接触时间和压力作用频率 ,因 而最终对暴露风险产生影响。

假如在医护过程中,暴露风险变大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更换为防护等级更高的产品。此外 ,长时间

的临床经验能够针对特定的医护程序选择合适的阻隔性能级别 ,而这种选择可以和表 在所给的建议不

同。因为医护程序由几部分组成 ,每部分的暴露风险并不相同,使用者应根据预定程序的要求选择最高

的防护等级。作为决策程序的最初考虑 ,表 3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准则考虑。

7.5 防护服的特殊考虑

如果病人的分泌物、排泄物或其他污染物可能会污染医务人员的衣物 ,标准预防措施要求医务人员

在进行护理时要穿防护服。当医务人员护理可能患有特定传染性疾病的病人时 ,防护服的使用应考虑

该传染病的传播模式。无论是实施标准预防措施还是隔离预防措施 ,防护服的选择应综合考虑预期暴

露的风险和性质 ,以及防护服所能提供的防护等级。

防护服的选择应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

ω 应该考虑疾病的性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该疾病的病原学和传播模式是否已知。如果该疾病

的传播模式是已知的 ,那么就会很容易的选择舍适的防护服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当是一种

未知的传染性疾病爆发时 ,正确的选择舍适的防护服和个人防护装备会十分困难 ,2003年 出

现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 (sARS)就证明了这一点。起初 ,该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和主要传

播模式未知 ,而感染该疾病的医务人员的数目让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忧心

忡.l+,因此 ,这两家组织建议医务人员使用最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

ω 应该考虑对体液暴露的可能性。当病人进行喷射性呕吐或有严重的腹泻时 ,这种可能性就很

高 ,这时 ,更高的阻隔防护等级是必须的。特别是由于插管的介人 ,导致大量体液产生 ,这 时医

护程序的操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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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性能等级 检 测 方 法 结   果 可接受质量水平 (ΛQL值 )

1级 AATCC42:2000 ≤4.5g 4%

2级
AATCC42:2000

GB/T4744-2013

≤ 1.0g

≥30cm

4%
珏%

3级
AΛTCC42:2000

GB/T攻744 2013

≤ 1.0g

≥ 50cIn

4%

珏%

4级 YY/T0θ 89 讫008 通 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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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的作用有两个 :一是倮护医务人员不被病人传染 ;二是保护病人不受医务人员的传染。
在传染病(如 SΛRω的初始阶段 ,应使用阻隔等级高的个人防护装备,这种装备在医务人员面
对不同的病人时更换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 ,在 防护装备外再穿=件传统的防护服 ,当 医务人
员面对不同的病人时 ,只 需要更换最外层的防护服 ,以 保护病人和医务人员不会交叉传染。
除防护服外的附加的防护装各也是必须的。这些附加防护装备包括 :鞋套 ,腿套 9连裤工作
服 ,围裙 ,以 及 口罩。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 ,防护服只是医务人员和病人的整体防护安仝策略
中的一部分。

注:风险是由液体量,时间和压力三个参数通过复杂函数计算的结果。

表 5 在疾病传播模式未知或已知情况下 ,预期暴露风险等级对应的阻隔性能通则

d)

表 4 阻隔性能和预期暴露风险之间的一般关 系

预期暴露风险

相关医护程序举例总液体量 | 喷洒或飞溅的液体量 施加在防护服上的压力

微小的压力

简单的活组织切除

胂块切除

眼科手术

简单的耳朵 ,鼻子和咽喉手术

扁桃体和腺样体切除术

胃肠内窥镜检查手术

使用止血带的简单骨科手术

开放式疝修补

微创外科手术

介人式放射手术

介人式导尿手术

适中的压力

孚L房切除术

关节镜下整形手术

内窥镜泌尿手术 (例如 ,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

开放的胃肠道和泌尿生殖手术

任何手术 ,只要外科医生的手

或手臂进人到体腔

不使用止血带的骨科手术

开胸或心脏手术

创伤手术

剖腹产手术

疾病传播模式 对病原体或体液的预期暴露风险 适宜的阻隔性能等级

未知

低 l级 或 2级

中 2级或 3级

高 2级 或 3级或 吐级

已知 不适用 2级或 3级或 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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