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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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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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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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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次性无菌医用帽目前尚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了组织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特编写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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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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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团

标供大家参考。

本标准在参考原材料标准 FZ/T 64005-2011 《卫生用薄型非织造布》的基础上，结合医用帽成品性能

研制。

本标准所涉及的以医用帽的安全性是基于现有的认知和检验方法。由于医用帽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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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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无菌医用帽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一次性无菌医用帽（又称为一次性使用医用帽子，以下简称医用帽）的材料、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由非织造布加工而成的一次性无菌医用帽，本标准不适用于医用防辐射帽和一次性使用

医用防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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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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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T 0313－2014 医用高分子产品 包装和制造商提供信息的要求

FZ/T 64005—2011 卫生用薄型非织造布

FZ/T 64025—2011 涂层面料用机织粘合衬

FZ/T 64033—2014 纺粘热轧法非织造布

GB/T 24218.1—2009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24218.3—2010 纺织品 非织造布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3 材料

医用帽由非织造布加工而成。

4 要求

4.1 医用帽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规格、尺寸 单位：cm

名 称 直径 高度 名称 直径 长 名称
长轴直

径

短轴直

径

筒帽 ≥25 ≥10 大圆帽 ≥40 / 椭圆帽 ≥30 ≥15

机制圆帽 ≥25 / 弹簧帽 / ≥35

注：特殊要求按合同要求执行。

4.2 外观

帽子表面应洁净、不得有破洞，热压或缝制应牢固，无漏缝或漏热压现象。

4.3 克重

帽子所用的非织造布规格应不低于 18g/m
2
。

4.4 断裂力

非织造布的断裂强力：纵向：≥17N；横向：≥3N。

4.5 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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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供应的帽子应无菌

4.6 环氧乙烷残留量

帽子若经环氧乙烷灭菌，环氧乙烷残留量应不大于 10mg/kg

5 试验方法

5.1 尺寸检验

在环境 23±2℃、50±10%的环境条件下将样品拉伸至伸展状态，用通用量具测量，结果应符合 4.1 的

要求。

5.2 外观检验

以目力观察，结果应符合 4.2 的要求。

5.3 克重检验

在环境 23±2℃、50±10%的环境条件下，（将样品展开平铺在台面上）用圆盘取样器或裁刀在样品上

裁取 3 个面积为 100cm²的试样，分别在天平上称重，计算平均值；结果应符合 4.3 的要求。

5.4 非织造布的断裂强力

在环境 23±2℃、50±10%的环境条件下，准备 10 片样品，其中 5 片沿横向剪取，5 片沿纵向剪取（布

卷的长度方向为纵向，宽度方向为横向），试样宽度为 5cm，长度不低于 20cm，夹持距离 20cm，拉伸速度

100mm/min，分别置拉力机上检测，计算平均；或依据 GB/T 24218.3—2010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应符

合 4.4 要求。

5.5 无菌检验

按 GB/T14233.2-2005 中规定进行试验，应符合 4.5 规定的要求。

5.6 环氧乙烷残留量

环氧乙烷残留试验应按 GB/T14233.1-2008 中规定进行检验，应符合 4.6 规定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帽子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提交验收。

6.2 帽子必须成批提交检查，验收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出厂检验

6.3.1 出厂检验为随机抽样检查，抽样数量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抽样数量

交验收数量 抽取数量占交收数量% 备 注

＜500 7 至少抽三包

500-1000 5 至少抽三包

＞1000 3 至少抽三包

6.3.2 检查项目按表 3规定。

表 3 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尺 寸 4.1

外 观 4.2

性 能 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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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验收时对抽取的样品按6.3.2规定,逐包检查,如发现有一包的外观或尺寸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

按6.3.1规定抽取双倍数量的帽子,对不合格的项目重复检查,若仍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全部退回,重新

分类整理;若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应全部退回重新分类整理。如果 4.5、4.6 不符合要求时，应判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6.3.4 分类整理后，再提交验收时，应按 6.3.1 规定抽取双倍数量帽子，对不合格项目重复检查，若仍

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应全部退回，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6.4 型式检验

6.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型式检验:

a) 产品注册时；

b) 连续生产一年内不少于一次；

c) 连续停产一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工艺、原材料有重大变化时；

e) 国家监督部门有要求时。

6.4.2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三包，按本标准要求一章的全部项目进行检查。

6.4.3 若有一包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按 6.4.2 规定抽取双倍数量帽子对不合格项目重复检查。若仍

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6.5 无菌及环氧乙烷残留量检验，应对每一消毒批随机抽取三包帽子进行检查，若达不到本标准要求时，

则判该灭菌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标签、包装、贮存

7.1 帽子包装用塑料袋密封包装，包装袋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

b） 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

c） 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d) 生产批号或日期见袋内标签；

e) “ 一次性使用”、“包装破损禁止使用”字样或标志。

7.2 帽子外包装用瓦楞纸箱包装，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

b） 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

c） 生产企业许可证编号；

d） 生产批号或日期；

e） 灭菌日期和失效期；

f） 体积（长×宽×高）；

g） “无菌”、“一次性使用”等文字或标志应符合 YY/T0313－2014 中有关规定。

h） “怕雨”、“怕晒”等字样或图示标志应符合 GB191 中有关规定。

7.3 产品合格证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

b） 制造厂名称；

c）检验员代号；

7.4 包装好的帽子应贮存在、通风良好、清洁的库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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