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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随着行业的发展，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在生产上满足对现有产品的质

量指导作用。医用敷贴的同类产品在境内已注册上市的企业有数百家，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标准规定对

其性能检测，质量把控。基于这些原因，现制定一次性无菌医用敷贴团体标准供使用单位参考。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医用敷贴的

同类产品在境内已注册上市的企业有数百家，国家药品家督管理局网站敷贴类产品注册证 300 多个。

目前，医用敷贴类产品尚无专用产品标准，现有原材料标准 YY 0148-2006《医用胶带 通用要求》

仅对敷贴的原材料中的胶带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FZ/T 64005-2011《卫生用薄型非织造

布》仅对卫生用薄型非织造布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了规定，医用胶带、薄型非织造布也不是敷贴

的唯一原材料，而原材料与敷贴成品两者之间的性能指标和试验方法存在一定差异，部分指标存在不

适用性，对医用敷贴成品检验检测、质量控制等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不利于生产企业乃至整个医用

敷贴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各个生产企业在制定敷贴的品名、技术要求性能及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缺乏统一的医用敷贴类产品专用标准可以执行。

基于上述因素，现研制一次性无菌医用敷贴团体标准，供研发、生产、检验、质量管理等相关单

位和部门参考。

鉴于本标准所涉及的以敷贴的安全性是基于现有的认知和检验方法。由于敷贴安全性与诸多因素

相关，因此，对于安全性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期的积累和深入，需予进一步关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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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无菌医用敷贴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无菌医用敷贴（以下简称敷贴）结构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主要适用于供手术、外伤创面或留置动、静脉导管贴敷用，也可用于婴儿脐带创面保护的医用敷

贴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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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4233.1—2008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GB/T 14233.2—2005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 第2部分：生物学试验方法

GB/T 168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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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6886.5—2017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5 部分：体外细胞毒性试验

GB/T 16886.10—2017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0 部分：刺激与皮肤致敏试验

GB/T 196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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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YY/T 0148—2006 医用胶带 通用要求

YY/T 0313—2014 医用高分子产品 包装和制造商提供信息的要求

YY/T 0471.1—2004 接触性创面敷料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液体吸收性

YY/T 0471.2—2004 接触性创面敷料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透气膜敷料的水蒸气透过率

YY/T 0471.3—2004 接触性创面敷料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阻水性

YY/T 0471.4—2004 接触性创面敷料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舒适性

YY/T 0471.5—2004 接触性创面敷料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阻菌性

YY/T 0466.1—2016 医疗器械 用于医疗器械标签、标记和提供信息的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YY/T 0615.1—2007 标示“无菌”医疗器械的要求 第 1 部分：最终灭菌医疗器械的要求

YY/T 1627—2018 急性创面用敷贴、创贴通用要求

3 材料及结构组成

3.1 型号规格

3.1.1敷贴根据基材的不同分为：普通型（无纺布伤口型、纸框透明型）、泡沫型、水胶体型、藻酸盐

型；

3.1.2敷贴规格以基材的基本尺寸不同进行划分，基本尺寸以“长×宽”表示，单位为厘米。

3.2 结构组成

3.2.1普通型敷贴由基材、敷芯、隔离纸组成，也可以不加敷芯；

3.2.2泡沫型敷贴、水胶体型敷贴由基材、敷芯（又称为吸收垫）、隔离纸（又称为防粘纸）组成，也

可单独由敷芯组成；

3.2.3藻酸盐型敷贴由敷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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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敷贴的结构示意图详见图1：

1-基材；2-敷芯；3-隔离纸

图 1 敷贴的结构示意图

3.3 材料

3.3.1基材材料

3.3.1.1普通型敷贴基材采用喷涂医用压敏胶的无纺布制成；

3.3.1.2泡沫型敷贴基材由聚氨酯涂医用压敏胶组成或单独由聚氨酯薄膜组成；

3.3.1.3水胶体型敷贴基材由PU(聚氨酯)组成。

3.3.2敷芯材料

3.3.2.1普通型敷贴敷芯由网膜和针刺棉制成。其中，网膜一般由聚乙烯（PE）和尼龙组成，针刺棉一

般由粘胶和涤纶组成；

3.3.2.2泡沫型敷贴敷芯采用聚氨酯材料发泡制成的海绵状泡沫制成；

3.3.2.3水胶体型敷贴敷芯采用医用CMC（羧甲基纤维素纳）、压敏胶制成；

3.3.2.4藻酸盐型敷贴敷芯采用藻酸盐制成。

3.3.3隔离纸材料

隔离纸一般采用格拉辛纸或PET膜制成。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敷贴应色泽均匀，清洁、平整，无毛边、破损等现象。

4.2 尺寸

4.2.1 无纺布伤口型敷贴的尺寸

不同规格无纺布伤口型敷贴的基材和隔离纸推荐尺寸范围：长：6cm-11cm，宽：9cm-35cm，具体规

格见标签，尺寸允差±10%。不同规格无纺布伤口型敷贴的敷芯尺寸根据基材的尺寸变化而改变，敷芯

长距离基材边缘 0.5cm-5cm，敷芯宽距离基材边缘 0.2cm-6cm。

注：每块敷贴上面基材和隔离纸的尺寸应保持一致。

4.2.2 纸框透明型敷贴的尺寸

不同规格纸框透明型敷贴的基材和敷芯推荐尺寸范围：长：6cm-15cm，宽：7cm-30cm，具体规格

见标签，尺寸允差±10%。不同规格纸框透明型敷贴的隔离纸尺寸根据基材的尺寸变化而改变，隔离纸

长应和相应的基材长度保持一致，隔离纸宽距离基材边缘 0.2cm-3cm。

注：每块敷贴上面基材和敷芯的尺寸应保持一致。

4.2.3 泡沫型敷贴的尺寸

不同规格泡沫型敷贴的基材、敷芯和隔离纸推荐尺寸范围：长：5cm-20cm，宽：5cm-20cm，具体

规格见标签，尺寸允差±10%。

注：每块敷贴上面基材、敷芯和隔离纸的尺寸应保持一致。

4.2.4 水胶体型敷贴的尺寸

不同规格水胶体型敷贴的基材、敷芯和隔离纸推荐尺寸范围：长：5cm-15cm，宽：5cm-35cm，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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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格见标签，尺寸允差±10%。

注：每块敷贴上面基材、敷芯和隔离纸的尺寸应保持一致。

4.2.5 藻酸盐型敷贴的尺寸

不同规格藻酸盐型敷贴的敷芯推荐尺寸范围：长：5cm-20cm，宽：5cm-20cm，具体规格见标签，

尺寸允差±10%。

4.3 隔离纸重量

隔离纸重量应不小于 100g/㎡。

4.4 剥离强度

普通型、水胶体型敷贴按照 YY/T0148—2006 中 5.2.2 试验时，粘贴胶带每 1cm 宽度所需的平均力

应不小于 1.0N。

4.5 持粘性

普通型、水胶体型敷贴按照 YY/T 0148—2006 中 5.2.1 试验时，在烘箱内试验期间，贴于不锈钢

板上粘贴胶带的顶端下滑应不超过 2.5mm。

4.6 阻水性

纸框透明型、泡沫型、水胶体型敷贴应具有阻水性，按照 YY/T 0471.3—2004 第 3 章规定的方法

进行试验时，应能承受 500mm 静水压 300S。

4.7 舒适性

纸框透明型、泡沫型、水胶体型敷贴应具有舒适性，按照 YY/T 0471.4—2004 第 3 章规定的方法

进行试验时，可伸展性应不大于 14N/cm，永久变形应不大于 5%。

4.8 阻菌性

敷贴应具有良好的阻菌性。

4.9 水蒸汽透过率

4.9.1 普通型、泡沫型、藻酸盐型敷贴应具有良好的水蒸气透过性，按照 YY/T 0471.2—2004 第 3 章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每 24h 的水蒸气渗透应不少于 400g/m
2
。

4.9.2 水胶体型敷贴应具有良好的水蒸气透过性，按照 YY/T 0471.2—2004 第 3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

验时，每 24h 的水蒸气渗透应不少于 16g/m2。

4.10 液体吸收性

4.10.1 普通型、泡沫型、藻酸盐型敷贴中的敷芯对于液体的吸收性应大于 10g/g。

4.10.2 水胶体型敷贴中敷芯对于液体的吸收性应大于 1g/g。

4.11 pH 值

敷贴敷芯的 pH 值应在 5.0～8.0 之间。

4.12 环氧乙烷残留量

若采用环氧乙烷灭菌，环氧乙烷残留量应不大于 250μg/g。

4.13 无菌

敷贴应无菌。

4.14 生物相容性

4.14.1 细胞毒性

敷贴的细胞毒性反应应不大于 2 级。

4.14.2 皮内反应

敷贴与溶剂对照平均记分之差应不大于 1.0。

4.14.3 迟发型超敏反应

敷贴应无迟发型超敏反应。

5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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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外观

目测，应符合 4.1 的规定。

5.2 尺寸

用通用量具测量，结果应分别符合 4.2.1、4.2.2、4.2.3、4.2.4、4.2.5 的规定。

5.3 隔离纸重量

用通用量具测量，结果应符合 4.3 的规定。

5.4 剥离强度

按照 YY/T 0148—2006 中 5.2.2 条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5.4 的规定。

5.5 持粘性

按照 YY/T 0148—2006 中 5.2.1 条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5.5 的规定。

5.6 阻水性

按照 YY/T 0471.3—2004 中第 3 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6 的规定。

5.7 舒适性

按照 YY/T 0471.4—2004 中第 3 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7 的规定。

5.8 阻菌性

按照 YY/T 0471.5—2004 中第 3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8 的规定。

5.9 水蒸气透过率

按照 YY/T 0471.2—2004 中第 3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分别符合 4.9.1、4.9.2 的规定。

5.10 液体吸收性

按照 YY/T 0471.1—2004 中第 3 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4.10 的规定。

5.11 pH 值

准确的称出 0.1g 敷贴样品，将其放入 25mL 烧杯中。然后加入 10mL 蒸馏水，混合均匀。将烧杯放

入 25℃的水中持续 30 分钟。之后，将样品从水中取出，立即与 pH 表相比较，读出数值，结果应符合

4.11 的规定。

5.12 环氧乙烷残留量

按照 GB/T 14233.1—2008 中第 3 部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12 的规定。

5.13 无菌

按照 GB/T 14233.2—2005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13 的规定。

5.14 生物相容性试验

5.14.1 细胞毒性

取敷贴样品，按照 6cm
2
/mL 浸提介质的比例，（37±1）℃，（24±2）h制备试验液，浸提介质：含

血清MEM培养基，取试验液按照GB/T 16886.5—2003中规定的浸提液试验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4.14.1

的规定。

5.14.2 皮内反应

取敷贴样品，按照 6cm
2
/mL 浸提介质的比例，（70±2）℃，（24±2）h制备浸提液，浸提介质：生

理盐水和植物油。取浸提液按照 GB/T 16886.10—2005 中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时，结果应符合

4.14.2 的规定。

5.14.3 迟发型超敏反应

取敷贴样品，按照 6cm
2
/mL 浸提介质的比例，（70±2）℃，（24±2）h制备试验液，浸提介质：生

理盐水。取试验液按照 GB/T 16886.10—2005 中规定的最大剂量法进行试验时，结果应符合 4.14.3

的规定。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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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单包装

单包装上至少应有以下标志：

a) 制造商名称、地址、商标、电话；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c)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失效年月；

d) 产品注册证编号、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注册产品标准编号；

f）“一次性使用”、“无菌”、“包装破损，禁止使用”、“用后销毁”等字样或图形符号应符

合 YY/T 0313-2014 的规定。

6.1.2 中包装

中包装上至少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商名称、地址、商标、电话；

b)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

c)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失效年月；

d) “一次性使用”、“无菌”、“包装破损，禁止使用”、“用后销毁”等字样或图形符号应符合

YY/T 0313—2014 的规定；

e) 产品注册证号、生产企业许可证、执行标准号。

6.1.3 外包装

外包装上至少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商名称、地址、商标、电话；

b)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c)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无菌有效期；

d) 灭菌方式、灭菌日期或灭菌批号；

e) 毛重、体积、数量；

f) 产品注册证编号、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注册产品标准编号；

g) “一次性使用”、“无菌”、“包装破损，禁止使用”、“用后销毁”等字样或图形符号应符合

YY/T 0313-2014 的规定；

h) “怕晒”、“怕雨”等字样或符号应符合 GB/T 191—2008 的要求。

6.2 包装

泡沫型敷贴单包装推荐采用复合膜密封包装，普通型、水胶体型、澡酸盐型敷贴推荐采用透析纸

和复合膜包装；敷贴中包装宜采用纸盒包装；敷贴外包装推荐采用瓦楞纸箱进行包装。也可以按照供

需双方协商的包装形式包装。

6.3 运输

敷贴为非危险产品，在运输时应注意干燥，保持清洁，避免日晒雨淋，搬运时小心轻放，避免包

装袋破裂、损伤。

6.4 贮存

敷贴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的库房内，不得接触热源和有机溶剂，防止日晒和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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