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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的卫生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普通物体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使用方法、说明书和标签及使

用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物体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

GB190

GB/T191

GB1616

GB/T1
GB19104

GB1910

中华人民

消毒技术

消毒产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

3.1

预防性消毒

对可能受到病原微

3.2

普通物体表面 general

各种场所如学校、托幼机构、医 等的用具、物品及设施的表面。

3.3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 generaⅡ su刂 ect surface msinfectant

用于杀灭普通物体表面的微生物使其达到消毒效果的制剂。

4 技术要求

4.1 常用消毒剂

4.1.1 含氯类消毒剂 :次氯酸钙应符合 GB/T10666的 要求 ;次氯酸钠应符合 GB19106的要求。

4.1.2 含溴消毒剂 ,应符合国家有关的质量要求。

性消毒的各类消毒剂。

乙酸溶液

酸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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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过氧化物类消毒剂 :过氧化氢应符合 GB1616的 质量要求 ;过氧乙酸应符合 GB19104的质量

要求 ;二氧化氯 ,包括液体和固体制剂及二氧化氯发生器产生的二氧化氯气体 ,并 应符合国家有关的质

量要求。

4.1.4 醇类消毒剂 :乙 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

4.1.5 酚类消毒剂 :甲 酚、对氯间二苯酚与三氯羟基二苯醚 ,应符合国家有关的质量要求。

4.1.6 季胺盐类消毒剂 :新洁尔灭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要求。

4.2 原料要求

原料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等有关规定。

4.3 产品质Ι要求

4.3.1 感官性状

固体消毒剂外观应均一 ,无异物 ;液体消毒剂无沉淀 ,无分层 ;气雾型消毒剂应雾粒均匀。

4.3.2 理化性能

消毒剂的有效成分含量、pH值等理化指标应符合产品质量的相关标准。

4.3.3 杀灭微生物要求

采用悬液定量杀灭试验或载体浸泡定量杀灭试验 ,在作用时间≤30min对微生物杀灭效果应符合

表 1要求。

表 1 杀灭微生物效果要求

4.3.4 毒理学安全性要求

4.3.4.1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实际无毒级。

4.3.4.2 一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无刺激性或轻刺激性。

4.3.4.3 致突变试验阴性。

4.3.5 有效期

液体消毒剂的有效期应≥6个月 ,固 体消毒剂的有效期应≥12个月。

5 检验方法

5.1 外观 :在 自然光源或 日光灯前裸视观察。

5.2 有效成分含量、pH值、有效期 :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3 微生物杀灭试验和毒理学安全性试验按照《消毒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2

项   目 杀灭对数值

大肠杆菌杀灭试验 ≥5.00(悬液法 ) ≥3.00(载体法 )

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试验 ≥5。 00(悬液法 ) ≥3.00(载体法 )

现场或模拟现场试验 ≥1.00(现场试验 ) ≥ 3。 00(模 拟现场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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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方法

6.1 使用方式

6.1.1 擦拭 :将消毒剂用 自来水稀释成使用浓度 ,用干净抹布沾湿后 ,对物品进行擦拭。

6.1.2 浸泡 :将消毒剂用 自来水稀释成使用浓度 ,将物品完全浸没于消毒液中 ,作用至规定时间。

6.1.3 喷雾 :将消毒剂用 自来水稀释成使用浓度 ,使用常规喷雾器或超低容量喷雾器进行喷洒 ,作用至

规定时间后 ,开窗通风。

6.2 使用剂量

常见消毒剂的使用剂量见附录 A。

6.3 流动冲洗 :对于现场制备现场使用的消毒剂 ,可将拟消毒物品置于消毒液出液口处 ,连续冲洗至规

定时间。

7 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示

说明书、标签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有关规定 ;包 装标示 GB190和 GB/T191的

规定。

8 使用注意事项

8.1 根据拟消毒对象的不同特点 ,选择使用不同的消毒剂。

8.2 本类别的消毒剂仅用于普通物体表面消毒 ,不得 口服 ,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8.3 在使用浓度下 ,对金属有中度腐蚀性的消毒剂慎用于相应金属物品的消毒 ,对金属有重度腐蚀性

的消毒剂慎用于普通物体表面的消毒。对金属有一定腐蚀性 ,对织物有漂 白、褪色作用 ,应慎用。对金

属有中度以上腐蚀性的消毒剂不得长期使用。当使用的消毒液对物品有腐蚀时 ,作用至规定时间后 ,应

用清水擦拭或冲洗干净。

8.4 使用超低容量喷雾方式对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的消毒剂 ,在 消毒完毕后 ,应通风 30min以上 ,环境

空气中的消毒剂残留量应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采用喷洒方式对物品进行消毒时 ,应 注意个人防

护 ,密封门窗。作用至规定时间后打开门窗进行充分通风后人员才能进人。

8.5 在室温条件下 ,除季铵盐类、乙醇、过氧化氢与酚类消毒剂外 ,其他消毒剂的应用液应现场配制 ,

24h内 使用。

8.6 必要时 ,消 毒至规定时间后 ,应用 自来水擦拭或冲洗干净。

8.7 如不慎接触 ,应立即用清水连续冲洗 ,如伤及眼睛还应及早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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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 料性附录 )

物体表面消毒常用消毒剂的使用剂旦与使用方式

在进行预防性消毒现场使用时 ,应根据现场使用条件和消毒对象的特性 ,选 择相应的消毒剂种类 ,

按下表推荐的方式与剂量进行消毒处理 (见表 A。 D。

表 A。 1 物体表面常用消毒剂的使用剂工与使用方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书号 :155066· ⒈4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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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

类别

清洁条件下 污染条件下

使用方式
有效成分浓度

作用时间
有效成分浓度

作用时间

含氯类 100mg/L~250mg/L 400mg/L~500mg/L 擦拭 、浸泡、喷洒

二氧化氯 50mg/L~100mg/L 10~15 100mg/L~200mg/L 15-30 擦拭 、浸泡、喷洒

过氧乙酸 50mg/L~lOO mg/L 5~10 100mg/L~zO0mg/L 15冖 3̌0 浸泡、喷洒

含溴类 200mg/L~400mg/L 10'ˇ 20 500mg/L~1000mg/L 15冖 3̌0 擦拭、浸泡、喷洒

季铵盐类

200mg/L~1000mg/L 1~10 400mg/L~1200mg/L 5冖 2̌0 擦拭、浸泡、冲洗

800mg/L~1⒛0mg/L 5冖ˇ10 1000mg/L~2000mg/1 10冖 3̌0 喷雾

酸性氧化电位水 50mg/L~100mg/L 10~15 冲洗 、浸泡

臭氧水 5mg/L~10mg/L 10~15 冲洗、浸泡

甲酚 o。 5%~1.0% 5~10 擦拭 、浸泡、喷洒

对氯间二苯酚 1%~2% 5~10 2%~3% 15^ˇ 30 擦拭 、浸泡、喷洒

三氯羟基二苯醚 2.0% 15'ˇ 30 擦拭、浸泡、喷洒

乙醇 70%~80% 3 擦拭 、喷洒

过氧化氢 3%~4% 5~10 擦拭 、喷洒

注:— 表̄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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