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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由以下部分组成：

———ＧＢ１４２３２．１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１部分：传统型血袋；

———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２部分：用于标签和使用说明书的图

形符号；

———ＧＢ１４２３２．３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３部分：含特殊组件的血袋系统；

………

本部分为《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４２３２．１—２００４《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１部分：传统型血袋》，与

ＧＢ１４２３２．１—２００４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与ＩＳＯ３８２６１的采标关系由等同采用变更为修改采用；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４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塑料血袋定义（见３．１，２００４年版的３．１）；

———修改了塑料血袋图示（见图１，２００４年版的图１）；

———增加了血袋的公称容量６００ｍＬ（见表１，２００４年版的表１）；

———增加了转移管无菌连接要求（见５．６．５），并给出了试验方法（见附录ＢＢ．５）；

———部分修改了采血针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５．７，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７）；

———增加了输血插口隔膜的位置要求（见５．８．１，２００４年版的５．８．１），并增加了注（见注２）；

———输血插口增加了要求（见５．８．３和５．８．４）；

———结合ＧＢ／Ｔ１６８８６对附录Ｃ进行了修改（见附录Ｃ，２００４年版的附录Ｃ）；

———将附录ＮＡ修改为附录Ｄ（见附录Ｄ，２００４年版的附录ＮＡ）。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８２６１：２０１３《人体血液和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１部

分：传统型血袋》。

本部分与ＩＳＯ３８２６１：２０１３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６６８２，代替了ＩＳＯ３６９６；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８３６９．１代替了ＩＳＯ１１３５４：２０１２；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４；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５，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５；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０，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０；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１，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１；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２，代替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２；

●　增加了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所有部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系列标准 ［ＩＳＯ１０９９３（所有部分）］；

●　增加了引用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和ＧＢ１４２３２．３；

●　增加了引用ＹＹ／Ｔ０４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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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正了ＩＳＯ３８２６１：２０１３ 中表述错误，将 Ａ．４．１ 中犮（ＭｎＯ４）＝０．０１ ｍｏｌ／Ｌ 修改为

犮（１／５ＫＭｎＯ４）＝０．０１ｍｏｌ／Ｌ；

———增加了５．８．１、Ａ．４．２、Ｂ．４．２、Ｃ．２．１条文脚注，进一步解释条文，以便于理解；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Ｄ标准实施指南，以避免标准在实施中产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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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本部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四川南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万敏、张丽梅、于浩、张敏、杨勇、巩家富、邓明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４２３２—１９９３、ＧＢ１４２３２．１—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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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时，塑料血袋制造商或供应商要向主管部门提交所有塑料材料、材料成分以及

其生产方法的详细资料和塑料血袋的详细生产信息，包括任何添加剂的化学名称、含量、这些添加剂是

由塑料血袋制造商加入的还是原材料中所含有的，以及所有已用过添加剂的详细资料。

对于将来含有技术创新的标准，如带白细胞滤器的血袋，本部分将作为一个基础文件。

本部分所规定要求的目的是：

ａ）　保证血液或血液成分维持所需的高质量；

ｂ）　尽可能保证安全有效地采集、检验、贮存、分离和输注内装液，特别是将因下列原因导致的风险

降至最低：

———污染，尤其是微生物污染；

———气栓；

———识别塑料血袋及内装液有代表性样品的差错；

———塑料血袋与其内装液间的相互反应。

ｃ）　当与ＧＢ８３６９规定的输血器配套使用时，保证功能相适用；

ｄ）　在最小包装重量和体积情况下，能提供适当的耐破损、耐变质保护。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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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１部分：传统型血袋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密闭、无菌塑料血袋的要求（包括性能要求）。除非另有规定，本部分规定的所有试验

适用于将供使用的塑料血袋。

本部分适用于带有采血管、输血插口、采血针和转移管（可选），用于血液及血液成分的采集、贮存、

处理、转移、分离和输注的血袋。本部分还适用于多连塑料血袋，如双连、三连、四连或多连血袋。根据

使用要求，血袋可装入抗凝剂和／或保养液。

本部分不适用于与滤器连为一体的塑料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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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６９６：１９８７，ＭＯＤ）

ＧＢ８３６９．１　一次性使用输血器　第１部分：重力输血式 （ＧＢ８３６９．１—２０××，ＩＳＯ１１３５４：２０１５，

ＭＯＤ）

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２部分：用于标签和使用说明书的图形符

号（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５，ＩＳＯ３８２６２：２００８，ＩＤＴ）

ＧＢ１４２３２．３　人体血液及血液成分袋式塑料容器　第３部分：含特殊组件的血袋系统（ＧＢ１４２３２．３—

２０１１，ＩＳＯ３８２６３：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所有部分）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系列标准［ＩＳＯ１０９９３（所有部分）］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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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６８８６．１—

２０１１，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２００９，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４部分：与血液相互作用试验选择（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

２００３，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４：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５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５部分：体外细胞毒性试验（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５—２００３，

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５：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０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１０部分：刺激与迟发型超敏反应试验（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０—

２００５，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０：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１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１１部分：全身毒性试验（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１—２０１１，

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１：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２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１２部分：样品制备与参照样品（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２—

２００５，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２：２００２，ＩＤＴ）

ＹＹ／Ｔ０４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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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０４６６．１—２０１６，ＩＳＯ１５２２３１：２０１２，ＩＤ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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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塑料血袋　狆犾犪狊狋犻犮狊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可带采血管和针、输血插口、抗凝剂和／或保养液以及转移管和附属血袋的袋式塑料容器。

３．２

货架寿命　狊犺犲犾犳犾犻犳犲

灭菌和有效期之间的时间段，超过有效期后塑料血袋不得用于采血。

４　尺寸和标记

４．１　尺寸

图１示出了塑料血袋的组成。图１中所示的尺寸是强制性的，构成了本部分的要求；表１中给出的

尺寸仅起指导作用。

４．２　标记示例

塑料血袋用描述字样“塑料血袋”加本部分的编号、最后加血袋的公称容量标记，用毫升表示。例

如，符合本部分要求，公称容量为５００ｍＬ的塑料血袋的标记为：

塑料血袋 ＧＢ１４２３２．１２０１Ｘ５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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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有打开痕迹的保护件；　　　　　　　　　　　　８ ———带有打开迹象的保护套；

２———转移管；　　　　　　　　　　　　　　　　　　９ ———采血针；

３———堵塞装置（可选）；　　　　　　　　　　　　　 １０———针座；

４———输血插口；　　　　　　　　　　　　　　　　　１１———孔眼；

５———采血管；　　　　　　　　　　　　　　　　　　１２———穿刺后不能再密封的隔膜；

６———保护件的撕开线；　　　　　　　　　　　　　　１３———侧缝。

７———标签区；

注：尺寸解释见表１。

ａ 长度≥２００ｍｍ，内径≥２．７ｍｍ，壁厚≥０．５ｍｍ。

ｂ 如果用于重力采集，长度≥８００ｍｍ，内径≥２．７ｍｍ，壁厚≥０．５ｍｍ。

ｃ 外视图。

ｄ 剖视图。

图１　塑料血袋示例图

表１　常见的塑料血袋尺寸、标签区尺寸与公称容量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容量

ｍＬ

内侧宽度

狑１

内侧高度

犺１

标签区尺寸

狑２±５ 犺２±５

１００ ７５ １２０ ６０ ８５

２５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９０ ８５

４００ １２０ １７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５００／６００ １２０ １８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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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计

５．１　总则

塑料血袋的设计和制造应能为全血及血液成分的采集、贮存、处理、转移、分离及输注提供安全和便

利。塑料血袋应使血液采集和血浆制备、离心或再悬浮过的细胞成分受微生物污染的危害降至最低，并

应与ＧＢ８３６９．１规定的输血器的功能相适用。塑料血袋的设计还应保证可适用于离心杯。

第６章规定的要求也视为设计要求。化学试验、物理试验和生物学试验方法分别见附录Ａ、附录Ｂ

和附录Ｃ。

５．２　空气含量

５．２．１　塑料血袋系统空气总含量除以血袋数量应不超过１５ｍＬ。

注：ＧＢ１４２３２．３中描述了含特殊组件的血袋系统。

５．２．２　按制造商的说明使用塑料血袋时，应能充进血液而不使空气进入。

５．３　加压排空

向塑料血袋内充入温度为（２３±５）℃的水至公称容量，并使输血插口（见５．８）与ＧＢ８３６９．１规定的

输血器连接，当将其放在两板之间，逐渐挤压至内部压强高于大气压５０ｋＰａ时，２ｍｉｎ内应能排空而无

泄漏。

５．４　血样识别

塑料血袋的设计应能为相容性试验提供可正确无误识别的试样，而不会破坏血袋的封闭系统。例

如，在管路上使用不会引起混淆的号码组。

５．５　采集速度

当按Ｂ．２试验时，塑料血袋充满至公称容量所需时间应少于８ｍｉｎ。

５．６　采血管和转移管

５．６．１　塑料血袋可有一个或多个采血管或转移管，供采集和分离血液和血液成分。

如有转移管，且有必要避免袋体之间液体的非预期流动，应装配堵塞装置，该装置开始时起密封作

用，破坏后则能使血液成分向任一方向自由流动。

５．６．２　管路在正常使用时应能完全密闭且无扁瘪。

５．６．３　塑料血袋充水至公称容量并密封后，与塑料血袋连接的管路应形成密封，并且连接处抗泄漏（见

６．２．７的注），能承受施加到管路上的２０Ｎ的拉力，持续１５ｓ无泄漏。施加拉力时应与连接处边缘成直

角，且在塑料血袋平面纵轴方向上。试验在（２３±５）℃条件下进行。

连接处应无泄漏，塑料血袋还应满足６．２．７的规定。

５．６．４　以目力观察，管路应无裂纹、气泡、扭结或其他缺陷。

５．６．５　转移管无菌连接的要求：转移管的设计应能使血液和血液成分在袋体之间有效转移。转移管的

设计应能用无菌管路焊接设备使同一个或者不同制造商提供的转移管之间相互连接。通常是通过“再

加工”制备血液成分时，使多个分离的袋体实现连接。无菌管路焊接设备连接两个转移管的相对应端的

同时能保持液体通路无菌。

无菌管路焊接设备的制造商通常规定了使用设备时转移管的可接受尺寸（外径和／或内径、壁厚）。

为了使输血机构评定转移管之间焊接的适用性，血袋制造商应在产品随附文件中规定所有血液转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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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内径、外径和壁厚。

输血服务机构预期焊接不同技术参数的管路时，应进行焊接前的确认。Ｂ．５给出了确认方案的最

低要求。

５．７　采血针

采血针应与采血管为一体并有保护套。保护套应防止贮存期内抗凝剂和／或保养液由塑料血袋向

外泄漏，并应保持液体通道无菌，还应易于去除。保护套应是一旦取下就留有打开迹象，而且应制造成

不能被替换，或是任何尝试打开的操作都明显可辨认。

采血针针管的内外表面应清洁和光滑。针尖应锋利且无卷边、弯钩和豁口。

采血针和针座的连接处应能分别承受轴向２０Ｎ的静态拉伸（拉）力和压缩（推）力１５ｓ。

采血针可含有一个符合ＧＢ１４２３２．３的防针刺保护装置。

５．８　输血插口

５．８．１　塑料血袋应有一个或多个输血插口，供插入输血器输注血液或血液成分。输血插口应有一个可

穿刺、刺后不能再密封的距离输血插口的顶端１）（１４±２）ｍｍ的隔膜，输血插口应能与符合ＧＢ８３６９．１带

有输血插口穿刺器的输血器连接，在插入过程中或在使用条件下，包括加压排空（见５．３）条件下无泄漏。

隔膜被输血插口穿刺器尖部穿刺之前，输血插口应与输血插口穿刺器紧密闭合。按制造商使用说明操

作时，输血器输血插口穿刺器不应损坏所插入的塑料血袋的塑料膜。

注１：输血插口穿刺器的尺寸见ＧＢ８３６９．１。

注２：为了确保输血插口与输血插口穿刺器良好的适配性，制造商在设计输血插口时避免使用过硬的管形材料。避

免使用薄壁管形（壁厚＜１ｍｍ），因为插入过程中薄壁管形材料易发生扭曲和弯折。

５．８．２　每个输血插口应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一旦打开留有痕迹的保护装置，以保持内表面无菌。

５．８．３　当把符合ＧＢ８３６９．１的输血插口穿刺器插入血袋的输血插口时，应能承受１５Ｎ的拉力１５ｓ。

５．８．４　按照５．３进行试验时，输血插口穿刺器和血袋输血插口的连接处应无泄漏。

５．９　悬挂

塑料血袋应有悬挂或固定装置（见图１中示例的孔眼），不影响塑料血袋在采血、贮存、处理、转移和

输注时的使用。在（２３±５）℃条件下，悬挂或固定装置应能承受沿输血插口轴向施加的２０Ｎ 拉力

６０ｍｉｎ不断裂。

６　要求

６．１　总则

塑料血袋在使用条件下（见６．２．５）应透明、无色（见６．２．４）、柔软、无菌、无热原、生物安全（见６．４）并

不易破碎。在正常贮存条件下应与内装液相容。塑料血袋应满足最终灭菌的要求，在灭菌过程中和在

温度不超过４０℃的货架寿命内不应粘连。

塑料血袋在货架寿命内，对内装液应有稳定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特性，并应能防止微生物侵入。塑

料血袋因受抗凝剂和／或保养液、血液和血液成分的化学作用或物理溶解作用而产生的溶出物应在规定

的限量内。

１）　去除保护装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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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物理要求

６．２．１　生产条件

塑料血袋制造、组装和贮存的全过程，应在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洁净、卫生条件下进行。在整

个制造过程中应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降低微生物或外来物质污染的风险。

６．２．２　灭菌

６．２．２．１　塑料血袋应经过蒸汽灭菌或其他确认过的方法灭菌。

６．２．２．２　灭菌方法不应对塑料血袋的材料及其内装液产生不良影响，且不使各连接处松动、塑料材料热

合强度下降和塑料血袋产生明显变形。

６．２．２．３　制造商应能向国家主管部门提供所用灭菌过程有效性的证据。在国家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

下，每个灭菌批中应包括检查灭菌有效性的阳性对照。

６．２．３　透明度

当按Ｂ．１的规定试验时，与一充满水的同种塑料血袋相比较，透过塑料血袋应能观察出悬浮液呈乳

白色。

６．２．４　色泽

灭过菌的塑料血袋材料着色的程度应不影响对血液颜色的评价。

６．２．５　热稳定性

本要求主要适用于血浆冷冻袋。

将塑料血袋充入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水至公称容量的一半，塑料血袋应能承受缓慢冷冻至－８０℃

的低温环境，并贮存２４ｈ，随后浸入（３７±２）℃的水浴中６０ｍｉｎ，然后再恢复至室温，塑料血袋应仍能满

足５．６．３、５．９、６．２．７和６．２．８的要求。对预期采用极速冷冻或辐照的塑料血袋，应确认其是否适合于这

些特定应用。

如采用冷冻液，塑料血袋可包封在保护袋内，以避免冷冻液直接接触塑料血袋。

６．２．６　水蒸气透出

将无外包装的塑料血袋充入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水至公称容量，密封后贴标签备用。随后将塑料血

袋放在温度为（４±２）℃下４２ｄ，水分损耗应不大于２％（质量分数）。

注：某些血液成分的贮存，如血小板浓缩液，可能需要一定的氧和二氧化碳的气体交换速度。

６．２．７　抗泄漏

向塑料血袋内充入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水至公称容量，并将其密封。在３７℃５０００犵 条件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塑料血袋应不产生泄漏。随后将塑料血袋放在两平板之间进行挤压，在（２３±５）℃条件下，使内

部压力升至高于大气压强５０ｋＰａ，持续１０ｍｉｎ，目视观察，应不产生泄漏。

对于软聚氯乙烯（ＰＶＣ）血袋，应在４℃下重复进行上述两项试验。不装溶液离心的塑料血袋，应不

装溶液经受与上述同样的离心条件。随后充至公称容量，应能承受上述高于大气压强５０ｋＰａ的内压。

注：当塑料血袋装有抗凝液，如ＡＣＤ液或其他具有相近ｐＨ的抗凝液时，可将血袋对着数张蓝色石蕊试纸挤压，观

察试纸上是否出现粉红色斑点来检验泄漏。其他ｐＨ的溶液可以同样的方法采用其他适用试纸。也可用其他

至少有同样灵敏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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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　微粒污染

应在最小微粒污染条件下生产塑料血袋。

按Ｂ．４规定试验时，塑料血袋液路中应无可见粒子。

注：目前可采用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０９０４可见异物检查法。

６．３　化学要求

６．３．１　原始容器或薄片要求

薄片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聚烯烃和犘犞犆灼烧残渣

性能 塑料材料 最大允许残渣 试验方法

灼烧残渣
聚烯烃 ０．５ｍｇ／ｇ

含增塑剂的ＰＶＣ １ｍｇ／ｇ
Ａ．２

６．３．２　试验液要求

当对按附录 Ａ制备的浸提液进行试验时，应不超过表３规定的限量。

表３　塑料血袋浸提液化学限量

性　　 能 最大允许限量 试验方法

还原物质 １．５ｍＬ Ａ．４．１

铵离子 ０．８ｍｇ／Ｌ Ａ．４．２

氯离子（Ｃｌ－） ４ｍｇ／Ｌ Ａ．４．３

金属：Ｂａ，Ｃｒ，Ｃｕ，Ｐｂ

Ｓｎ，Ｃｄ

Ａｌ

每种１ｍｇ／Ｌ

每种０．１ｍｇ／Ｌ

０．０５ｍｇ／Ｌ

Ａ．４．４．１

重金属 ２ｍｇ／Ｌ Ａ．４．４．２

酸碱度
０．４ｍＬ氢氧化钠溶液，犮（ＮａＯＨ）＝０．０１ｍｏｌ／Ｌ；０．８ｍＬ

盐酸溶液，犮（ＨＣｌ）＝０．０１ｍｏｌ／Ｌ
Ａ．４．５

蒸发残渣 ５ｍｇ或５０ｍｇ／Ｌ Ａ．４．６

浊度 微乳浊，但不超过参照悬浮液 Ａ．４．７

色泽 无色 Ａ．４．８

紫外（ＵＶ）吸收

在２３０ｎｍ～３６０ｎｍ范围内

公称容量≤１００ｍＬ的塑料血袋，０．２５

公称容量＞１００ｍＬ的塑料血袋，０．２

Ａ．４．９

醇溶出物ａ １５ｍｇ／１００ｍＬ Ａ．４．１０

　　
ａ 只适用于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ＤＥＨＰ）增塑的软ＰＶＣ。

　　应慎重选择制造血液和血液成分塑料血袋所用材料，尽量减少因材料化学成分沥出进入内装液而

引起的风险。对所用材料的毒性和塑料血袋与内装液的生物相容性应特别给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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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生物学要求

６．４．１　总则

塑料血袋不应对血液及血液成分的疗效产生不良作用，不应释放出能产生异常毒性、细胞毒性、抑

菌、杀菌、热原或溶血反应的物质。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给出了通用的安全性试验方法。

６．４．２　微生物不透过性

按Ｃ．３试验时，塑料血袋应不透过微生物。

６．４．３　相容性

按Ｃ．４、Ｃ．５和Ｃ．６规定试验时，塑料血袋不应向抗凝剂／保养液和／或血液或血液成分中释放任何

能产生热原、毒性或溶血反应的物质。

７　包装

７．１　７．２～７．６规定了密封在外包装内的塑料血袋的要求。

７．２　制造商应根据塑料血袋的稳定性数据给出货架寿命（见３．２）。当装入抗凝剂和／或保养液时，在规

定的贮存温度下塑料血袋的货架寿命应在水分损耗不大于５％（质量分数）的时间内。

７．３　外包装材料或对其内表面的任何处理既不应与血袋或其内装液相互反应，又能防止霉菌生长。如

采用化学杀真菌剂，应提供对塑料血袋及其内装液无有害渗透或不良影响的证明。

７．４　外包装的密封一旦打开或再闭合应有明显打开过的痕迹。

７．５　外包装在正常处置和使用条件下，应有足够强的耐破损性。

７．６　塑料血袋及其组件在外包装中的放置，应使采血管和转移管发生扭结和永久变形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

８　标签

８．１　总则

塑料血袋的标签应包括８．２～８．５规定的要求。若使用图形符号，则应符合 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和

ＹＹ／Ｔ０４６６．１的规定。

８．２　塑料血袋上的标签

如可能并适用，标签应包括下列ａ）～ｉ）中规定的信息，但如果标签的空间太小，ｆ）、ｇ）和ｈ）项允许

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而不用在标签上给出。

ａ）　制造商和／或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ｂ）　内装液及预期使用的描述；

ｃ）　抗凝剂和／或保养液以及所含的任何其他物质的特性和成分、体积（毫升）或质量（克），可采集

血液和血液成分的体积（毫升）或质量（克）和公称容量（毫升）；

注：ＧＢ／Ｔ１４２３２．２规定了血袋容量的标示方法。

ｄ）　无菌、无热原限定条件的说明；

ｅ）　批号；

ｆ）　塑料血袋仅供一次性使用的说明；

ｇ）　若发现任何肉眼可见变质迹象禁止使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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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不需通气的说明；

ｉ）　参见使用塑料血袋说明书。

若适宜，标签还可包括超过有效期后血袋不得用于采血，以及有关制造商产品编码的信息。

８．３　外袋标签

外袋标签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制造商和／或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ｂ）　内装物说明；

ｃ）　批号；

ｄ）　有效期；

注：有效期可标示为“失效日期”或“有效期至”。

ｅ）　塑料血袋从外袋中取出后超过狀
２）天禁止使用的说明。

如果使用透明外袋，８．２和８．３要求的信息应标在塑料血袋的标签上。

８．４　运输箱上的标签

该标签应是明显可见的，应包括下列信息：

ａ）　制造商或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ｂ）　内装物说明；

ｃ）　批号；

ｄ）　有效期；

ｅ）　运输包装作为外包装时，从外包装中取出后超过狀
２）天禁止使用的说明；

ｆ）　贮存条件。

８．５　标签要求

塑料血袋的标签应：

ａ）　为塑料血袋制造商和用户信息保留足够使用的面积；

注：通常３０％的标签面积用于制造商家要求的条目，７０％标签面积用于向塑料血袋内灌装血液的用户所要求的

条目。

ｂ）　在塑料血袋上留出一个无任何标记的区域，以便于目力检验内装液；

ｃ）　标签上的印字不会渗入血袋的塑料材料内；

ｄ）　使用时标签上的印字仍保持清晰可认；

ｅ）　标签上用的黏合剂应不滋生微生物，应提供不会对塑料血袋及其内装液产生有害作用的

证据；

ｆ）　若试图撕下标签，应导致标签被撕毁；

ｇ）　按Ｂ．３试验时，从水中取出后标签不应从塑料血袋上脱落，塑料血袋或标签上的印字仍保持清

晰可认。

９　抗凝剂和／或保养液

如装有抗凝剂和／或保养液，其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国家标准的要求。

２）　如果国家没有法规规定，狀则由制造厂决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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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化学试验

犃．１　总则

试验材料取自完成的、灭过菌的塑料血袋（如需要，使用空的血袋）上与血液和血制品接触的材料

（采用蒸汽灭菌的血袋除外，见Ｄ．２），即用于输送、采集、分离和输注的材料，包括采血袋上的塑料薄片、

采血管和转移管用塑料管及其他与血液和血液成分接触的部分。

犃．２　灼烧残渣的测定

称量１．００ｇ～２．００ｇ材料（切成小片）置于已灼烧并恒重的坩埚内，精确称重，加热至１００℃～

１０５℃１ｈ。然后在（５５０±２５）℃下灼烧。放入干燥器内冷却并称重，重复灼烧直至恒重。计算每克材

料残渣的质量。

可以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描述的评价方法。

犃．３　试验液制备

先后两次向空塑料血袋内充入公称容量的注射用水，振摇约１ｍｉｎ后排空血袋。洗液排空后，向空

塑料血袋内充入公称容量的注射用水。然后挤压塑料血袋，排出血袋中残存空气并密封血袋。在加压

的、（１２１±２）℃的饱和蒸汽下浸提血袋至少３０ｍｉｎ。取２５０ｍＬ的注射用水用作对照液（空白液）。加

热和冷却时间不包括在３０ｍｉｎ循环时间内。

也可用血袋塑料薄片或原始容器进行浸提。所用薄片的总表面积为１５００ｃｍ２（包括塑料薄片的两

个表面）。用１００ｍＬ的注射用水清洗材料两次，并将洗涤液弃去。将薄片浸入２５０ｍＬ的注射用水中，

在加压的、（１２１±２）℃的饱和蒸汽下浸提３０ｍｉｎ。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注射用水，作为对照液（空白液）。

对于均质的塑料材料，才可以使用塑料薄片进行试验。复合薄片应先制成相应的血袋选择内表面

进行试验。

如果血袋的灭菌温度不是１２１℃，也可在（１００±２）℃下浸提２ｈ，或在（７０±２）℃下浸提（２４±２）ｈ，

在这种情况下，浸提温度不宜低于血袋灭菌温度。

如果从单个血袋或单个薄片样品中获得的浸提液容量不能满足所要求的试验，则可进行两次或多

次浸提，将浸提液合并用做试验液。若使用热灭菌以外的灭菌方法，如γ射线、环氧乙烷、电子束灭菌，

应用灭过菌的血袋制备试验液。

犃．４　试验

犃．４．１　还原物质的测定

加２０．０ｍＬ高锰酸钾［犮（ＫＭｎＯ４）＝０．００２ｍｏｌ／Ｌ］和１．０ｍＬ硫酸溶液［犮（Ｈ２ＳＯ４）＝１ｍｏｌ／Ｌ］至

２０．０ｍＬ的试验液中，煮沸３ｍｉｎ。加入１．０ｇ碘化钾，用硫代硫酸钠溶液［犮（Ｎａ２Ｓ２Ｏ３）＝０．０１ｍｏｌ／Ｌ］

滴定直至溶液呈淡棕。加入５滴淀粉溶液，滴定至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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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试验液和水（作为对照液）消耗高锰酸钾［犮（１／５ＫＭｎＯ４）＝０．０１ｍｏｌ／Ｌ］溶液的量，两者之差不

应大于１．５ｍＬ。

犃．４．２　铵离子测定

向１０ｍＬ试验液中加入２ｍＬ氢氧化钠［犮（ＮａＯＨ）＝１ｍｏｌ／Ｌ］，使溶液呈碱性。随后用蒸馏水稀

释至１５ｍＬ，加入０．３ｍＬ纳氏试剂３
）。

同时制备对照液。向８ｍＬ质量浓度为［ρ（ＮＨ
＋
４）＝１ｍｇ／Ｌ］铵标准溶液中加入２ｍＬ氢氧化钠

［犮（ＮａＯＨ）＝１ｍｏｌ／Ｌ］，使溶液呈碱性。随后用蒸馏水稀释至１５ｍＬ，加入０．３ｍＬ纳氏试剂３
）。

３０ｓ后进行检查，试验溶液所呈现出的黄颜色不应深于对照溶液。

犃．４．３　氯离子测定

加０．３ｍＬ硝酸银溶液［犮（ＡｇＮＯ３）＝０．１ｍｏｌ／Ｌ］至０．１５ｍＬ的稀硝酸中，再将该混合液加至１５ｍＬ

的浸提液中。

同法用１２ｍＬ氯标准液（５ｍｇＣｌ
－／Ｌ）和３ｍＬ水制备对照液。

振摇混合液，２ｍｉｎ后，用浸提液制备的溶液不应比对照液混浊。应避免阳光直射溶液。

犃．４．４　金属的测定

犃．４．４．１　重金属

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测定金属Ｂａ、Ｃｄ、Ｃｒ、Ｃｕ、Ｐｂ、Ｓｎ和Ａｌ。将Ａ．３制备的试验液蒸发使其浓缩

可以提高检出限。在这种情况下，向２５０ｍＬ试验液中加入２．５ｍＬ盐酸溶液［ρ（ＨＣｌ）＝１０ｇ／Ｌ］。

犃．４．４．２　重金属试验的另选方法

重金属总量化学检测法可用于代替原子吸收光谱法检测按Ａ．３制备的试验液中的重金属。

向１２ｍＬ试验液中加入１．２ｍＬ硫代乙酰胺试剂和２ｍＬ乙酸铵缓冲溶液（ｐＨ＝３．５），立即混合。

同法向１０ｍＬ铅溶液［ρ（Ｐｂ
２＋）＝２ｍｇ／Ｌ］中加入２ｍＬ试验液，制备对照液。２ｍｉｎ后被检溶液所

呈现出的棕色不能深于对照液。

犃．４．５　酸碱度测定

向１０ｍＬ浸提液中加入２滴酚酞试液，溶液不应呈红色。加入少于０．４ｍＬ的氢氧化钠溶液

［犮（ＮａＯＨ）＝０．０１ｍｏｌ／Ｌ］，应呈红色。加入０．８ｍＬ盐酸［犮（ＨＣｌ）＝０．０１ｍｏｌ／Ｌ］，红色应消失。加入

５滴甲基红溶液，溶液应呈红色。

犃．４．６　蒸发残渣测定

在水浴上将１００ｍＬ的试验液蒸干，并在１０５℃下干燥至恒重。

犃．４．７　浊度和乳色程度测定

犃．４．７．１　总则

使用同一无色、透明、内径为１５ｍｍ～２５ｍｍ的中性玻璃平底试管，比较被测液和按下所述新制备

３）　见ＧＢ／Ｔ１４２３３．１—２００８中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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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悬浮液，试管内液体层深４０ｍｍ。制备好悬浮液后，在漫射日光下，垂直于黑色背景观察溶液

５ｍｉｎ。光线的漫射应使对照悬浮液１能易于区分于水，对照悬浮液２能易于区分对照悬浮液１。

犃．４．７．２　试剂

犃．４．７．２．１　硫酸肼溶液

用水溶解１ｇ硫酸肼，稀释至１００ｍＬ，放置４ｈ～６ｈ。

犃．４．７．２．２　六亚甲基四胺溶液

在１００ｍＬ具塞玻璃瓶中，用２５ｍＬ的水溶解２．５ｇ六亚甲基四胺。

犃．４．７．２．３　初级乳色悬浮液

向六亚甲基四胺溶液（Ａ．４．７．２．２）中加入２５ｍＬ硫酸肼溶液（Ａ．４．７．２．１），混合后放置２４ｈ。

该悬浮液贮存在无表面缺陷的玻璃容器中可保持稳定两个月。悬浮液不应粘附到玻璃容器上，使

用前应充分混合。

犃．４．７．２．４　乳色标准液

加水稀释１５ｍＬ初级乳色悬浮液（Ａ．４．７．２．３）至１０００ｍＬ。

该悬浮液应是新制备的，存放至多２４ｈ。

犃．４．７．２．５　对照悬浮液

按表Ａ．１制备对照悬浮液，使用前振荡混匀。

表犃．１　对照悬浮液 单位为毫升

对照悬浮液 １ ２ ３ ４

乳色标准液的体积 ５ １０ ３０ ５０

水的体积 ９５ ９０ ７０ ５０

犃．４．７．３　结果表示

犃．４．７．３．１　当在上述条件下检查时，如果液体透明度和水或所用的溶剂的透明度一样，或其乳色与对照

悬浮液１无明显差别，则认为该液体“清澈”。

犃．４．７．３．２　如液体的乳色度比Ａ．４．７．３．１明显，但与对照悬浮液２无明显差别，则认为液体“微乳浊”。

犃．４．７．３．３　如液体的乳色度比Ａ．４．７．３．２明显，但与对照悬浮液３无明显差别，则认为液体“乳浊”。

犃．４．７．３．４　如液体的乳色度比Ａ．４．７．３．３明显，但与对照悬浮液４无明显差别，则认为液体“高度乳浊”。

犃．４．８　色泽程度测定

犃．４．８．１　总则

在棕黄红范围内的液体色度的测定应按Ａ．４．８．２和Ａ．４．８．３规定的两种方法之一进行。

犃．４．８．２　方法１

在漫射日光下，以白色为背景，用２支无色、透明、内径为１２ｍｍ的中性玻璃试管，水平观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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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Ｌ试验液和２ｍＬ水的颜色。

犃．４．８．３　方法２

在漫射日光下，以白色为背景，用２支无色、透明、内径为１６ｍｍ的中性玻璃试管，沿试管轴垂直观

察比较１０ｍＬ试验液和１０ｍＬ水液柱的颜色。

犃．４．８．４　结果表示

在方法１或方法２规定的条件下测定时，如试验液具有水的外观，即认为“无色”。

犃．４．９　紫外（犝犞）吸收测定

在内光路１ｃｍ 的吸收池内，测定浸提液相对于空白液在２３０ｎｍ～３６０ｎｍ波长范围内的紫外吸

收度。

犃．４．１０　醇溶出物（犇犈犎犘）测定

注：该测定方法仅适用于含有ＤＥＨＰ的软ＰＶＣ。

犃．４．１０．１　试剂

犃．４．１０．１．１　乙醇：体积分数为９５．１％～９６．６％ ，密度ρ从０．８０５０ｇ／ｍＬ～０．８１２３ｇ／ｍＬ。

犃．４．１０．１．２　浸提溶剂：用液体比重天平测定密度ρ为０．９３７３ｇ／ｍＬ～０．９３７８ｇ／ｍＬ的乙醇水混合液。

犃．４．１０．１．３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Ｃ２４Ｈ３８Ｏ４）：一种无色油状液体，不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

ρ为０．９８２ｇ／ｍＬ～０．９８６ｇ／ｍＬ，２０℃时折光指数狀Ｄ
２０１．４８６～１．４８７。

犃．４．１０．２　标准溶液制备

犃．４．１０．２．１　溶液１：

在乙醇（Ａ．４．１０．１．１）中溶解１ｇＤＥＨＰ（Ａ．４．１０．１．３），用乙醇稀释至１００ｍＬ。

犃．４．１０．２．１　溶液２：

用乙醇稀释１０ｍＬ的溶液１（Ａ．４．１０．２．１）至１００ｍＬ。

犃．４．１０．２．３　标准溶液Ａ至标准溶液Ｅ：

ａ）　标准溶液Ａ：用浸提溶剂（Ａ．４．１０．１．２）稀释２０ｍＬ溶液２（Ａ．４．１０．２．２）至１００ｍＬ（ＤＥＨＰ含量：

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ｂ）　标准溶液Ｂ：用浸提溶剂稀释１０ｍＬ溶液２至１００ｍＬ（ＤＥＨＰ含量：１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ｃ）　标准溶液Ｃ：用浸提溶剂稀释５ｍＬ溶液２至１００ｍＬ（ＤＥＨＰ含量：５ｍｇ／１００ｍＬ）；

ｄ）　标准溶液Ｄ：用浸提溶剂稀释２ｍＬ溶液２至１００ｍＬ（ＤＥＨＰ含量：２ｍｇ／１００ｍＬ）；

ｅ）　标准溶液Ｅ：用浸提溶剂稀释１ｍＬ溶液２至１００ｍＬ（ＤＥＨＰ含量：１ｍｇ／１００ｍＬ）。

犃．４．１０．３　标准曲线法

在２７２ｎｍ下，用浸提溶剂作参照液，测量标准溶液（Ａ．４．１０．２．３）的最大吸光度，绘出吸光度对

ＤＥＨＰ浓度的曲线。

犃．４．１０．４　浸提步骤

将浸提溶剂加热到３７℃，通过空塑料血袋的采血管注入血袋内至公称容积的一半，将血袋中的空

气全部排出，封住采血管，将其水平浸入（３７±１）℃的水浴中（６０±１）ｍｉｎ，不加振动。从水浴中取出血

袋轻轻倒转１０次，将内装液移至一只玻璃烧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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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浸提溶剂作参照液，测量在２７２ｎｍ处最大吸收度。

犃．４．１０．５　结果表示

将塑料血袋中获得的结果（见Ａ．４．１０．４）和标准溶液吸光度校准曲线（见Ａ．４．１０．３）比较，测定可浸

提的ＤＥＨＰ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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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物理试验

犅．１　透明度试验

在６４０ｎｍ条件下、用内光路１ｃｍ的吸收池，将初级乳色悬浮液（Ａ．４．７．２．３）稀释至测量吸光度为

０．３７～０．４３（稀释比约１∶１６），然后充入塑料血袋至公称容量。

犅．２　采集速度试验

从一个内装充足液体［温度为（３７±２）℃，黏度（３７ ℃时）为３．４×１０－６ｍ２／ｓ］的贮液器中，在

（２３±５）℃、９．３ｋＰａ的压力下，通过一根与血袋顶部在同一静压面上的符合５．７规定的采血针，将液体

充入被测血袋内。

注：适合于本试验的液体是葡萄糖水溶液（４００ｇ／Ｌ）。

犅．３　标签耐久性试验

将塑料血袋充满并密封，在温度（４±２）℃下放置２４ｈ，然后在（－３０±５）℃下放置２４ｈ，最后将塑

料血袋浸入（３７±２）℃的自来水中１ｈ。

犅．４　微粒污染试验

犅．４．１　含有抗凝剂和／或保养液的塑料血袋按Ｂ．４．３检验。

犅．４．２　在洁净室条件下向空塑料血袋内充入用孔径为０．２μｍ的滤膜过滤过的纯化水
４）至公称容量。

犅．４．３　用能快速直接检验可见粒子的适宜方法检验塑料血袋中的液体。

注：目前可采用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０９０４可见异物检查法。检验中，无论是否是血袋本身脱落

的颗粒，都视为“异物”。

犅．５　转移管无菌连接的试验

安装和校准无菌焊接设备（ＳＷＤ）并且在开始操作之前培训使用者。

检查转移管的尺寸是否在ＳＷＤ制造商规定的偏差范围内。

严格按照ＳＷＤ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对表Ｂ．１所示的１２ｃｍ的长段管路进行无菌连接。逐个标记每

个焊接处。

当完成时，目视检查所有焊接的缺陷迹象。

封闭焊接管路的一端，然后向未封闭的管路端施加１５０ｋＰａ（１．５ｂａｒ，高于大气压５０ｋＰａ）的气压，

并把焊接处置于水面以下保持１０ｓ，检查所有焊接处是否有气泡出现。焊接处应无焊接缺陷。

４）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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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用拉伸试验机以５００ｍｍ／ｍｉｎ的速度拉伸管路部分，测试每个焊接处的破坏应变情况。在

（２３±５）℃的条件下每个焊接处应能承受不低于４０Ｎ的力５ｍｉｎ。

湿态条件可以通过生物制剂（如血浆）或者抗凝剂／保养液实现。

表犅．１　无菌连接要求和试验的组合

管路情况 干／干 湿／湿 干／湿 湿／干

管路Ｘ焊接管路Ｙ ５个试样 ５个试样 １０个试样 １０个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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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生物学试验

犆．１　总则

医疗器械的常规生物学试验见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２规定了样品的制备和参照材料。制

造商应用适宜的试验证实生物相容性。

犆．２　试验液制备

犆．２．１　试验液Ⅰ（极性浸提液）

两次向空塑料血袋内充入公称容量的注射用水，振摇约１ｍｉｎ后倒空洗涤液。向空血袋内加入无

菌、无内毒素的氯化钠溶液［ρ（ＮａＣｌ）＝９ｇ／Ｌ］
５），所加溶液应满足空血袋的内表面积（ｃｍ２）与氯化钠溶

液的体积（ｍＬ）之比至少为６∶１。随后挤压塑料血袋，排出残存气体并密封。血袋可装入一个外袋内，

在加压饱和蒸汽（１２１±２）℃下浸提至少（６０±１２）ｍｉｎ。浸提所用血袋数量应足够多，以便获取至少约

２５０ｍＬ的浸提液。冷却后混合各血袋中的浸提液。以同样的方法在一烧瓶内制备２５０ｍＬ无菌、无内

毒素的等渗氯化钠溶液，用作对照液（空白样品）。

犆．２．２　试验液Ⅱ（非极性浸提液）

按Ｃ．２．１制备试验液Ⅰ的方法制备试验液Ⅱ，但

———用注射用水清洗过的空血袋在５０℃下干燥１ｈ，或干燥至以目力检测无水分为止；

———采用胃肠外用芝麻油６）或棉籽油７）作为浸提介质；

———根据所用浸提介质，采用胃肠外用芝麻油６）或棉籽油７）作为对照液；

———采用特定的生物学试验中涉及的非极性浸提介质。

犆．３　微生物不透过性试验

取数只空血袋在无菌条件下加入培养基（如酪蛋白胨大豆粉肉汤培养基）至公称容量，密封。将血

袋或血袋的适宜部分浸入试验菌悬液（如枯草杆菌变种ＮＣＴＣ１００７３，菌含量约１０６ＣＦＵ／ｍＬ）中至少

３０ｍｉｎ。取出后用无菌水清洗，将血袋置于适合试验菌生长的温度（如枯草杆菌需３７℃）下培养至少

７ｄ。

以相同方式制备１个血袋，向其内装液接种１ｍＬ试验菌悬液用作阳性对照。也可以将培养基注

入血袋后穿刺血袋的特定区域，再将血袋浸入试验菌液内用作阳性对照。

检查内装液是否有微生物生长。阳性对照应呈现混浊，试验样品应不混浊。

犆．４　细菌内毒素试验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相应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细菌内毒素试验。

５）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６）　见《欧洲药典》或《美国药典》。

７）　《美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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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５　细胞毒性试验

按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５进行细胞毒性试验。

犆．６　溶血试验

犆．６．１　总则

见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

犆．６．２　红细胞悬浮液制备

取抗凝新鲜人血（用符合中国药典的抗凝剂配制）用无菌氯化钠溶液［ρ（ＮａＣｌ）＝９ｇ／Ｌ］稀释，溶液

与血液的体积之比为５∶１。在离心机上以１５００犵～２０００犵离心５ｍｉｎ。吸出上清液，再加入同样体

积的氯化钠溶液在同等条件下重复对红细胞进行处理。

注：新鲜人血指采集后不超过７２ｈ的人体血液。

将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红细胞用无菌氯化钠溶液［ρ（ＮａＣｌ）＝９ｇ／Ｌ］以１∶９的比例稀释，在室温条

件下贮存该悬浮液，应在６ｈ内使用。

犆．６．３　步骤

取１２５ｍＬ按Ａ．３制备的试验液，在１００℃下蒸发，用５ｍＬ无菌氯化钠溶液［ρ（ＮａＣｌ）＝９ｇ／Ｌ］溶

解蒸发残渣，再加入１ｍＬ红细胞悬浮液，在（３７±１）℃下放置２０ｍｉｎ。然后以１５００犵～２０００犵离心

混合液５ｍｉｎ。

在相同的条件下但不加入试验液蒸发残渣，同法制备对照液。

用内光路为１ｃｍ吸收池在５４０ｎｍ下测量试验液和对照液上清液的吸光度，试验液的吸光度与对

照液吸光度之差应不超过１０％。

注：所述试验不能用于检测试验液中的易挥发性成分，但试验液的浓缩可使试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犆．７　生物学试验方法

表Ｃ．１中给出了生物学试验方法。

应把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作为评价生物安全性的指南。

表犆．１　生物学试验方法

条号 生物学试验 推荐使用的试验方法

Ｃ．７．１ 与血液相互作用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ａ

Ｃ．７．２ 细胞毒性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５

Ｃ．７．３ 溶血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４

Ｃ．７．４ 急性全身毒性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１

Ｃ．７．５ 致敏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０

Ｃ．７．６ 皮内反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０

Ｃ．７．７ 热原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ａ 推荐选择的与血液相互作用试验：水平１———血路间接接触；水平２———循环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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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标准实施指南

犇．１　总则

本部分范围中规定血袋带有采血管、输血插口、采血针和转移管（可选），对于不带采血管、输血插

口、采血针的血袋也可执行本部分的适用条款。

犇．２　化学性能试验液制备条件选择

在Ａ．３中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试验液制备条件。实验表明不同的试验液制备条件会得到不同的试

验结果。为了避免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争议，宜执行表Ｄ．１。另外，对于采用蒸汽灭菌的塑料血袋，

化学性能的试验液制备用供试材料宜取自未经灭菌的空塑料血袋或用于制造血袋的塑料薄片。

表犇．１　推荐的化学性能试验液制备条件

条件序号 试验液制备条件 检验类型

１ 膜片，１２１℃、３０ｍｉｎ

血袋聚氯乙烯原材料制造商的型式检验

血袋聚氯乙烯原材料制造商的出厂检验

血袋制造商对聚氯乙烯原材料的进货检验

２ 空容器，１２１℃、３０ｍｉｎ
血袋型式检验

血袋出厂检验

３ａ 空容器，１００℃、２ｈ
血袋型式检验

血袋出厂检验

　　
ａ 这一条件适用于血袋实际灭菌温度在１００℃以下的情况。

犇．３　生产条件

塑料血袋生产条件（６．２．１）参见ＹＹ００３３的规定。

犇．４　灭菌

装有抗凝剂／保养液的塑料血袋，制造商宜按照ＧＢ１８２７８．１对灭菌过程进行确认（见６．２．２．１）并进

行常规控制。制造商宜保留确认过程和常规控制的记录以能提供灭菌有效性的证据（见６．２．２．３）。

犇．５　试验液要求

６．３．２中对塑料血袋所用材料的选择提出了要求。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医用输液、输血器具用聚氯

乙烯粒料》规定了制造塑料血袋材料的成分，以及重金属（如钡、铅、镉、锡、铬等）、氯乙烯单体的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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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６　细菌内毒素

装有抗凝剂／保养液的塑料血袋，制造商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相应国家标准的规定检验

抗凝剂或保养液的细菌内毒素含量（６．４．３、Ｃ．４）。

空塑料血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每只空血袋细菌内毒素含量不超

过２０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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