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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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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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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疗器械标准工作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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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虽然医疗器械通常使用被证明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材料作为其组成材料，但在医疗器械生产制造

过程中，加工工艺的复杂性会增加材料的生物学风险，如增材制造工艺。植入型医疗器械率先使用了基

于粉末熔融技术的增材制造技术，通过材料的逐层叠加，实现复杂的器械结构，比如为利于骨长入、达

到植入物稳定固定的多孔结构，可用于替代涂层结构设计。增材制造技术为复杂结构设计的植入型医疗

器械带来了解决方法，但与此同时基于粉末熔融的增材制造工艺也为器械带来了额外的挑战。植入型医

疗器械在打印过程中会存在粉末熔融不彻底，或打印完成后粉末附着或填充在结构上或孔隙内等情况，

金属粉末粒径小，若去除不彻底，器械在植入人体后，会存在金属颗粒脱落的可能，从而引发并发症的

风险会大大提升，也同样对产品的安全有效性产生影响。对此，生产企业通常采用振动，压缩空气吹气

和超声清洁相配合等清洗方式除去残留粉末。但实际上，小颗粒可能会滞留在器械的内部结构中，或在

构建期间紧邻组件的颗粒部分烧结到表面，这些颗粒都极难去除。

本标准提供了用于评价残留物去除过程有效性的具体评价技术，一种评估增材制造残留粉末在植入

型医疗器械中的存在和数量的方法，提供了评价颗粒残留水平的方案，以帮助验证植入型医疗器械清洗

工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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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粉末熔融技术增材制造植入型医疗器械中残留物评价

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基于粉末熔融技术、采用增材制造的植入型医疗器械内残留物的评价方法，

包括几种对残留物的存在及其数量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方法。本标准适用于终产品为增材

制造的植入型器械或完成增材制造及后处理的植入型器械；还可用于制造过程中关键步骤清

洁过程的有效性评价，以确保通过下游清洁过程将残留物降到最低。本标准不适用于已清洁

再使用的医疗器械中残留物评价。

注 1：本标准没有为增材制造器械中剩余的残留物设定验收标准或可接受的限度。

注 2：本标准中给出的方法不是确定增材制造器械中残留物的存在或数量的唯一方法。

注 3：鉴于每种增材制造技术的特性和后处理方面的挑战，基于其他类型的增材制造器械可能存在与

本标准未涉及的某些增材制造技术或材料相关的其他风险或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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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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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GB/T 35351 增材制造术语

YY/T 0287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 用于法规的要求

YY/T 03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ASTM F2847 一次性使用植入物和一次性使用无菌器械上的残留物的报告和评估

ASTM F3127 用于验证医疗器械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清洁工艺的标准指南

ISO 19227 骨科植入物清洗通用原则

ASTM G131 超声法清洗材料和元部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增材制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通过三维模型数据连接材料制造部件（器械）的过程，与减材制造和成型制造方法相反。

通常是一层一层叠加的制造方法。

3.2



2

熔融技术 fusion

在增材制造（例如激光或电子束）工艺中，通过热能选择性地熔融/烧结烧结粉末床区

域（通常厚度在10μm - 200μm之间）。）

3.3

残留物 manufacturing residue

增材制造及后处理产生的残留在制造部件（器械）中的不溶性颗粒物，包括粉末原材料、

喷砂介质和其他碎屑等。

4 清洁验证方法

4.1 常规清洁验证方法

可参照常规医疗器械的清洁验证方法。 ASTM F3127和ISO 19227规定了在生产医疗器

械中使用的清洁工艺验证的步骤，并且仍然适用于粉末熔融增材制造植入型医疗器械。 此

外，ISO 19227提供了关键的风险评估方法，以帮助清洁工艺设计。

4.2 挑战测试方法

制造商可根据产品自身结构特点生产模块化挑战测试组件，可代表产品最难清洁的情况。

附录 A给出了一些医疗器械的可清洁性设计和后处理考虑因素。

5 粉末熔融清洁度考虑因素

5.1 用粉末熔融增材制造的所有部件将在设计的每个表面和有意为之的孔隙空间中含有残

留粉末。如果不去除，粉末可能在植入或其他预期使用条件下松动脱落，从而带来潜在的宿

主反应。

5.2 通常难以将残留的粉末材料与后处理和后续制造操作产生的颗粒物区分开来。原粉末

材料经过精心控制，通常为球形，尺寸分布窄。然而，烧结、熔化和后处理可改变材料颗粒

的表观形状和尺寸。因此，所有颗粒物应作为碎片处理，并在器械设计和清洁工艺开发过程

中考虑到这些风险。

5.3 残留粉末可以通过各种定量或定性方法确定其存在。适当的评价工具将随部件几何形

状，增材制造工艺和后处理步骤而变化。评价策略和验收标准应在清洁过程开发期间确定，

用于过程验证，并作为常规监测的一部分进行。

6 残留物评估

6.1 目前存在并不断开发多种评估技术用于部件的非损伤性评价，可根据复杂几何形状的

特征选择以下技术方法，但这些方法不足以反映所有的颗粒残留物的去除情况，对于某些几

何形状或特定粉末熔融技术应选择更适合的评估技术。对于拟采用的评价方法都应经过验证，

并阐述可检测下限。

6.1.1 光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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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产品结构的单元晶格排列允许全厚度光透过，就可以测定重复单元晶格的多孔结构中

残余粉末的存在。具体方法如下：

a) 对齐部件，使单元的常规开放空间与光源和成像设备对齐。光源可以是灯台或光纤

灯；

b) 使用显微镜聚焦功能确保开放空间的清晰可视化。堵塞或封闭的孔隙将被遮蔽并且

可能表明残留的材料被困在晶格结构内；

c) 可以对堵塞的孔隙进行可见区域测量，以获得半定量结果。

可视面积测量并不能表征材料是否完全固化在结构中，也不能确定在正常使用中是否容易脱

落，这些方面的评价可采取其他分析方法进行。

6.1.2 体视学显微镜检查：用光学显微镜或扫描电镜观察样品。具体方法如下：

a) 较薄的多孔结构（两个孔径及以下的厚度）可以进行无损观察。通过中倍率光学显

微镜或扫描电镜可以直接观察残留粉末。

b) 较厚的多孔结构内部可使用透明嵌入介质嵌入，实现内部颗粒物固定，用标准金相

分析的方法进行切割，并通过金相显微镜或 SEM 图像来量化残留颗粒。

c) 镶嵌时应进行确认，以确保不会在切割过程中引入镶嵌介质的松散粉末颗粒。用无

齿锯或线切割沿指定位置（沿直径或厚度一半处切割试样）切割出检验平面，观察

是否有未烧结的颗粒附着在器械上。

6.1.3 Micro-CT：在高度复杂的器械中存在残留粉末，无论是聚合物还是金属，通常可以

用Micro-CT评估。具体方法如下：

a) 扫描分辨率应足够高，以便能够观察制造过程中使用的颗粒尺寸分布的 50％的

颗粒。颗粒的三个维度中每个维度都至少要有三个像素的长度；

b) 扫描方法和一致性会极大地影响对不同零件或批次准确复制成像测试的能力。扫

描方法和后处理应在相同设计和材料的样本之间保持一致。应使用标准参考材料

定期进行扫描校准；

c) 应使用标准化和经过验证的程序对扫描数据的阈值进行处理，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部件材料与周围介质之间的对比度。在对固体组分边界处的阈值进行处理期间需

要特别注意。

7 可允许残留物限量

宜基于风险分析确定残留物的可允许限量，宜考虑器械的使用、植入和器械使用条件（如

适用）以及其相应的移动，分离或产生颗粒的可能性。最终，颗粒物的可允许限量应根据部

件（器械）的预期用途和颗粒的化学及物理性质来确定。

颗粒物粒径和成分限定了其被吸收和代谢的能力。聚集在植入部位的颗粒物，可能导致

局部组织炎症。颗粒也可能影响植入功能，例如一个完整连接器械的（全关节假体）的第三

体磨损。

美国药典（USP <788>）提供了可能适用于输液和可注射溶液的颗粒限制的要求。

应在适当的模型上进行与表征结果一致的颗粒物生物效应研究，以确定可允许的残留物

限量。可参考ASTM F1903和F1904进行体外和体内颗粒物质生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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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针对粉末熔融增材制造植入型医疗器械的可清洁性设计和后处理考虑因素

A.1 尽量减小不可见有孔区域。

A.2 增材制造后通过机械加工方法制造通孔 - 更好的公差，光洁的表面，去除部分熔融颗

粒。

A.3 在设计阶段确保孔隙率允许去除颗粒物，确定可行的孔径以及去除残留物的能力。

A.4 在开发粉末熔融器械的后处理和清洁方案时考虑其几何变化。

A.4.1 重复使用通用方案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清洁能力。不同的技术可以带来更有效的清

洁。

A.4.1.1 构建后进行烧结操作以熔化所有残留的粉末-金属。适当的热处理可能是控制颗粒

释放风险的有效方法。

A.4.1.2 ASTM G131清洗（超声波，水喷雾，真空，临界或超临界二氧化碳等）。

A.4.1.3 机械清洁，用珠子或粉末，水（如果几何形状适用）进行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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