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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领域
对非织造布的需求及新应用

钟秀玲
Xiuling zhong



医用纺织材料发展趋势
棉---无纺布---长纤聚酯

长纤聚酯---重复

无纺布---一次性

棉织---重复使用



1883年棉布作为术中防护性材料使用至
今

）



美国手术部位感染控制
最新建议（2011年）

• 手术衣的透印作用、尤
其是袖子和腹部区域，
也是一个常被忽略的可
能导致污染的原因。



A Major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is a Catastrophe!

From Lewis Kaplan, M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author.



手术衣和消毒盖布应提供:

•适当的微生物、微粒物
质和液体屏障

•  湿态时有效屏障 

手术部位感染预防:  
   手术衣和消毒盖布

Guideline for Preven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1999.   http://www.cdc.gov   accessed June 30, 2006. 



手术盖单

• 防止微生物在无菌区域和非无菌区域转移

• 结构疏松的纺织材料更易让微生物穿透



上个世界80年代手术中使用的
一次性的非织造布制品



本世纪初长纤聚酯纤维功能性不织
布可重复使用75-100次应用于手术



功能性外科铺单：防水、局部吸水、
阻菌、透气、防静电、阻燃等功能！



平均每平方英
寸皮肤有
10000个微生
物



棉质医用材料自1883年用到今天



• 表1 工作区域温度、相对湿度及机械通风换气次数要求
工作区域              温度/（℃）  相对湿度/（%）     换气次数/（次/h）

• 去污区             16～21        30～60             10
• 检查、包装及灭菌区  20～23       30～60             10
• 无菌物品存放区     低于24       低于70           4～10

WS 310.2-2009  CSSD  
第2部分：清洗消毒及灭菌技术操作规范

5.5.9无菌物品有效期

使用纺织材料的无菌物品有效期宜为14天 

未达到环境标准时，有效期宜为7天 

环境的温度、湿度达到WS310.1的规定时



Ø 用单层皱纹纸包装的培养基（50份）6

个月仍未见细菌生长 

来自张流波教授的研究报告

普通
棉布

Ø用单层棉布包装的培养基（10份）5天后全

部长菌 

Ø用双层棉布包装的培养基（10份）11天有菌

生长，15天全部长菌 

皱纹纸

使用普通棉布存在隐患



纤维絮



手术室内空调回风口的棉尘



手术室空调过滤网上的棉尘



为什么要控制尘和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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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ram A. Guidelin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 1999 Apr. AJIC 27: 9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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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cedure where you would not want to increase cell injury 

with fiber & other particulates
手术过程中，人们并不想增加由于纤维或其

他粒子造成的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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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ic Complications
眼科并发症

J Long-Term Effects of Med Impl; 1996; 6(3-4): 219-26; Stein HA 2000



23

Orthopaedic Complications
骨科并发症

    “Synovial Reaction to Glove Powder”
手套粉尘引起的滑膜反应

   Severity, duration and 
   permanence of intra-articular 

   inflamm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powder
关节炎症的严重性和持久性

与粉尘数量直接联系

Singh I.   “Synovial reaction to glove powder” Clin Orthoped and Related Res; 1974; 99: 
285-92.

Attempt to rid knee joint of 

particulates creates 

inflammatory damage



Multiple Cases: Inflammation炎症

Consequence: Re-surgery & anti-
inflammatory treatments 

结果：再次手术或抗感
染治疗

A Mysterious Tale: The Search for the Cause of 100+ Cases of Diffuse 
Lamellar Keratitis.  2002 Sep/Oct.  Journal of Refractive Surgery 18: 551-

554.

Cause:   Airborne particulates

来源：空气传播的微粒



广东某医院眼科准分子激光手术，8人12只眼
术后发生弥漫性层间角膜炎（4.1%，

8/195），调查结果：用物无菌生长，空气无
致病菌，洁净手术区的粒子数超标：

�27/10静态手术位
置达到1000级洁净度，
医护穿棉织手术衣，
手术期间手术位置 
�大于5um在141-
6078粒/L之间 
�大于0.5um在2-
120粒/L之间

�3/11该手术室更换了
初中效过滤器，医生改
用一次性手术衣，手术
期间手术位置 
�大于5um在120-395
粒/L之间 
�大于0.5um在4-14粒
/L之间



手术环境中颗粒污染物的危害

• 颗粒污染物导致术后并发症的报道可
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主要包括：腹
痛、粘连、肉芽肿、植入关节周边骨
质溶解、植入组织松动甚至失效等。

牡蛎和珍珠 眼睛和肉芽肿
关节周边骨
质溶解松动

瘢痕更大
的愈合 黏连



无菌区域污染
“骨科手术术后，一半的手术

衣外层带菌”

Charnley J, Eftekhar N.Related Penetration of gown material by organisms 
from the surgeon's body. Lancet. 1969 Jan 25;1(7587):172-3

½ positive ! 



…



Moylan et al, “ 2181清洁和清洁－污染的
普外科手术，使用一次性手术衣和铺巾系统
的术后感染率明显低于使用棉布手术衣和铺

巾系统。 使用棉布组伤口感染是使用一
次性组的2.5倍”

Moylan J A, Fitzpatrick K T, Davenport K E, ‘Reducing wound infections. 
Improved gown and drape barrier performance’, Arch Surg 1987, 122-152-
157.

一次性手术衣和手术铺巾

Infection rates:
Textile                      6.41 %
Non-woven               2.27 %





无纺布



SMS材质无纺布作为包布

• 良好的微生物阻隔能
力

• 良好的抗渗能力

• 牢固度好

• 垂顺性好

• 适合蒸汽、环氧乙烷、
等离子等灭菌方式

• 适合各种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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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间越长:  

   
   对手术衣的微生物挑战越强



一次性使用

A Mysterious Tale: The Search for the Cause of 100+ Cases of Diffuse Lamellar 
Keratitis.  2002 Sep/Oct.  Journal of Refractive Surgery 18: 551-554.



一次性使用—无纺布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推进国产
医疗设备发展应用会议（2014、8、16）

• 李斌指出，推动国产医疗设备发展
应用，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降低医疗成本的迫切要求，是促进
健康服务业发展，支持医药实体经
济的有力举措，也是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内在
需求。加快国产医疗设备发展，推
进普及应用，发挥国内企业比较优
势，降低医疗成本，有效遏制就医
费用不合理增长，切实减轻患者负
担。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推进国产
医疗设备发展应用会议（2014、8、16）

• 李斌强调，国家卫生计生委要
始终把推广应用国产设备，降
低医疗成本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紧抓实。卫生计生部门要同工
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密切协作，
更多更好地采用规划、标准等
手段，加快破解制约国产医疗
设备发展应用的障碍，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推进国产医
疗设备发展应用会议（2014、8、16）

• 要大力倡导卫生计生机构
使用国产医疗设备，重点
推动三级甲等医院应用国
产医疗设备。

• 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
国产医疗设备产业水平整
体提升，不断提高产品性
能。



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推进国产

医疗设备发展应用会议（2014、8、16）

• 医疗设备产业是健康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涉及领域广、产业链长，拉动经济和
吸纳就业的作用非常显著。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1600多亿元，加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建设，
医疗设备需求和市场不断扩大，国产医疗
设备企业，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做大做
强企业，推进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



长纤聚酯纤维特点



长纤聚酯纤维--不断絮、不脱尘、防尘
阻菌、静电消散、抗泼水、抗化学剂等



透气性达6000g/平米

静电祛除0.05sec

防水、透气、吸汗、
储水、阻菌、不脱尘、去静电



长纤聚酯纤维



长纤聚酯纤维特点

防湿包垫巾



长纤聚酯纤维减少脱纤维絮

减少手术器械（手术衣、手
术帽、手术铺单、手术洞巾
等 2015版手术器械目录定

位2类医疗器械、）手术室纤
维絮的二次污染
重复使用更环保







病人、医护人员和器械用手术单、手术衣和
洁净服第1部分:制造厂、处理厂和

产品的通用要求
Surgical drapes, gowns and clean air suits for patients, clinical staff and

eq ui pm e nt - Part1 :Generalr equirementsf orm anufacturers,
processors and products

(EN 13795-1:2002，MOD)
2005-04-05发布2006-01-01实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YY/T0506-I-2005



标准防护



长纤聚酯纤维--标准防护与加强防护



功能性外科手术铺单：防水、局部吸水、
阻菌、透气、防静电、阻燃等功能！



长丝聚酯纤维阻水阻菌透气不产尘



包装材料



→ → →

→ →



手术治疗巾及中单洗涤后粘贴双面胶条



简洁的手术敷料包









不同的材料产生线绒的可能差别很大

• 手术衣

• 灭菌盖布

• 垫巾

• 桌面盖布 
• 医疗器械托盘垫布



不同面料手术衣和手术洞巾的脱尘粒子比较

面料种类 产生微粒个数

Sontara 小于300

加强型纸 800

280支纱棉织物 4700

140支纱棉织物 220000



阻 菌
阻 水

可重复使用
，成本低，
节能环保！

高 效
吸 附

透气
舒适易清洗

消毒可
灭菌

安全、舒适
节能、环保



WHO手术部位感染:
预防策略

q 病人准备

q 预防性抗生素

q 手术人员

q 环境控制

q 手术器械灭菌

q 手术衣和消毒盖布

q 无菌操作和手术技术

q 术后伤口护理

q 监测



手术辅料包装间--消毒洁净服







长丝聚酯纤维阻水阻菌透气产尘少



手术辅料包装间，配包、打包、扫码、灭菌



手术辅料包装间、检查、折叠、记录





美國CDC准则关于手术铺单的防水性
能要求

•手术衣和手术铺单应有良好的隔水性能

（例如，防液体渗透的材料）

Category IB Recommendation
CDC Guideline For Preven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1999

AAMI PB70:2003

AAMI保护性屏障委員會建立了液体屏障性能分級系
統，根据這一系統對医疗环境中使用手术衣和手术
薄膜提出了最低要求

阻抗(Resistant)  1234   屏蔽(Barrier)



盖单材质的要求

• 盖单的材质必須能夠有效阻挡微生物由非无
菌区到无菌区

• 为达效果盖单材质必須防血、防水、防磨損、
及不产棉絨的材料

• 能維持恒温环境，进而保持病患体温
• 盖单材质也必須能在手术间静电情況下具有
防止着火的功能

• 盖单為了要达到灭菌，通常以气体(gas)或加
压蒸气(steam under pressure)灭菌，因此
盖单材质必須能通过气体 或加压蒸汽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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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屏障等級 (AAMI) 
手术衣/手术盖单

第一級

(Level 1)
必須通过滴水冲击滲透(water resistance:impact 
penetration test)之防水试验，滲水量必須<4.5g

第二級

(Level 2)

必須經过滴水冲击滲透试验与流体靜力压兩項试
验，

滲水量必須<1.0g以內，水壓压大於20cmH2O以上

第三級

(Level 3)

必須經过滴水冲击滲透试验与流体靜力压兩項試
验，

滲水量必須<1.0g以內，水压大於50cmH2O以上

第四級

(Level 4)

手术衣:除了需达到Level 3測試之外，必須通过嗜
血杆菌病毒滲透試验(Phi-X174 bacteriophage 
penetration)。

盖单: 除了需达到Level 3測試之外，必須通过人造
合成血液滲透試验(synthetic blood penetration)。



防水屏障等級 (AAMI) 
手术衣/手术盖单

Level of 
Protection 液体暴露之风险 參考术式

1 極少液体噴濺或施予病
人的压力

眼科; 简单之耳鼻喉科手术

2 較多的体液噴濺
及压力

較简单之骨科有綁止血帶的术式, 
扁桃腺切除/兰尾切除术等

3 較多的體液噴濺
及更大的壓力

乳房切除术, 关节鏡, 和部分ㄧ
般外科手术等

4 需要最高等級防护之覆
布及加強型手术衣

大型胸腹部手术, 骨科沒有綁止
血帶的术式或放植入物的手术,
trauma刀,剖腹产,心脏外科手术
等

Source: AAMI TIR 11:2005      



外科盖单

• 外科盖单的目的是要创造手术時的无菌环
境

• 无菌环境的营造以无菌的盖单铺墊出无菌
的表面，此表面用以放置手术必要的无菌
器械及术者戴了无菌手套的手

• 病患与临近的病床区域均以无菌盖单覆盖，
只留下以消毒过的外科切口与邻近区



可重复使用的盖单

• 可重复使用的盖单最重要的是确保不会渗漏。

• 盖单在清洗消毒的过程中，纤维会经历涨缩

  重复清洗会伤到纤维

• 大部分盖单的說明书都认定75次的洗消将会
使盖单失去阻隔功能

• 医院必須监控這些盖单清洗消毒的次數，才
符合品管要求



一次使用的盖单

• 防止細菌与液体的穿透

• 完美盖单的条件为柔軟、无棉絨、重量輕、
坚实不透潮、无刺激性及靜电

• 輕而坚实可以防止热屯积，便於儲存，节
省儲存空間

• 一次使用的盖单可減少重复使用及清消時
可能造成的污染問題

• 但是一次使用后焚烧处理浪费资源，环境
污染，不环保。



安全是医院永恒的主题
细节决定品质

患者安全是医院永恒的主题

细节决定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