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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技术为武汉疫情提供快速高效的医用防护服灭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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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1 月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等医疗卫生用品的需求

量急剧增加，因此，需要采用快速高效的灭菌工艺以缩短供货周期。辐射加工行业在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
业协会（下称协会）的组织下，利用钴源和加速器辐照装置为送往疫区的防护服等物资提供快速辐照灭菌
服务。常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采用环氧乙烷灭菌工艺需要 7~14 d，而辐照灭菌工艺 1 d 以内即可完成，大幅
度缩短了防护服的灭菌时间。协会组织相关专家完成了《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时）》
（中英文版）及具体操作规程的编制。大量一次性防护服已经采用辐照技术进行了灭菌处理。辐照灭菌技术
预计在防护服等医疗用品灭菌中的应用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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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technique provides fast and qualified sterilization service for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to the fight agains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utbreak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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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quirement of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other medial items has been

increasing sharply since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
January 2020 in Wuhan city, it is demanded to find a fast and reliable way to sterilize or disinfect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Ethylene oxide (EO) gas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China to sterilize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but the total period of this sterilization process normally requires 7~14 d because the release of
contaminated EO from clothing takes a long time. However, ionizing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by gamma ray or
electron beam can be completed in one day, being much faster than traditional EO sterilization. To promote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China Isotope and Radiation Association (CIRA) organized national
experts to draft a temporal standard of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of disposable medical garments by gamma ray or
electron beam,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This standard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by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service industry,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garments have been disinfected by irradiation.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is believed to be w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for disinfection of medical clothing and other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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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技术用于防护服快速灭菌的必要性
辐照灭菌是通过电离辐射杀死大多数物质上

附着微生物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原理是由钴源产
生的 γ 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甚至 X 射
线作用于微生物，直接或间接破坏微生物的核糖
核酸、蛋白质和酶，从而杀灭微生物，起到灭菌

辐照灭菌技术可以与高温蒸汽、干燥加热等灭菌
方法一样被采用，并列出了具体的操作规范。
在我国，本次疫情中紧缺的医用一次性防护
服主要还是采用环氧乙烷灭菌，灭菌完成后通常
需要经过 7~14 d 的解析时间，以降低产品内部残
留的化学药剂，从而达到 GB 19082—2009《 医用
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 ［1］ 标准要求。面对当前

作用。同样的原理，病毒也可以被高能射线灭活。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7~14 d 的解析时间无疑成为

与广泛采用的环氧乙烷灭菌技术相比，辐照灭菌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产能瓶颈，无法快速及时完

具有灭菌彻底、无污染、无残留、速度快、操作

成防护服的供应。鉴于辐照灭菌技术的优势以及

简便、节约能源等优势，且对产品的直接包装材

在我国广为分布的钴源和加速器辐照灭菌装置 ，

料没有特殊要求，可以装箱后再辐照，避免二次

辐照灭菌应用技术非常成熟且已建立相对完整的

污染的风险，还可连续作业，在短时间内完成大

标准体系，具备应急开展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灭菌

规模的产品辐照。

的要求（如图 1 所示）。辐射加工行业于 1 月下旬

目前，辐照消毒灭菌是辐射加工领域最为成

提出了在当前应急情况下将辐照技术用于医用一

熟的应用之一。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医用敷料、

次性防护服灭菌的建议。采用辐照灭菌替代现有

纱布、手套、部分手术用医疗器械等）早已在全

环氧乙烷消毒灭菌工艺将大幅度提升防护服灭菌

球范围内广泛采用辐照技术灭菌。日本在 2011 年

速度，将灭菌时间由 7~14 d 缩减至 1 d 以内，显著

（平成 23 年）的防护服灭菌标准中，也明确标记了

Fig.1

2

缩短防护服从生产到医院的供应周期。

图 1 一次性医用防护服辐照灭菌原理示意图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for disposable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医用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标准及辐

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根据 GB 18280.2
—2015/ISO 11137-2： 2006《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辐

照业务

射 第二部分：建立灭菌剂量》［2］ 标准分别开展了
1 月底，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射线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样品辐照试验，积极探索合理

应用研究中心、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

的吸收剂量区间。协会于 2 月初组织辐射加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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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合国内外经验和行业相关单位的实验数据，

照灭菌作为环氧乙烷灭菌方法的应急代替。2 月 9

论证了紧急情况下采用辐照技术对一次性防护服

日正式发布《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参考流

消毒灭菌的可行性。为确保应急辐照灭菌过程得

程》，为各地有条件的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企业和辐

到有效的规范，保证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协会受

照灭菌机构开展生产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

工业与信息化部委托，组织业内专家用 2 d 时间完

自 2 月 9 日至 2 月 17 日，分布在全国 32 个城市

成了《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应急规范（临

的 47 家辐射加工企业，在《应急规范（临时）》

时） 》（下称 《应急规范 （临时） 》） 的编制 。

和《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参考流程》的指

《应急规范 （临时）》发布后，为保障其有效实

导下，已经完成了近 50 万件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

施，协会完成了辐照灭菌参考流程的编制，为防

辐照灭菌工作。图 2 为 10 MeV 加速器和钴源对防

护服生产单位和辐照企业快速掌握规范要求提供

护服辐照灭菌处理的现场照片。据统计，目前全

了依据。为了助力全球抗击疫情，协会组织相关

国共有钴源辐照装置约 130 座，辐照灭菌用加速器

专家及业界人士，迅速将《应急规范 （临时）》

约 80 台，遍布全国主要省市自治区，将对缓解医

翻译成英文版，提交给国家原子能机构，将通过

用一次性防护服的供需矛盾发挥积极作用。随着

国家原子能机构向国际社会展示核技术在抗击疫

时间的推移，采用辐照技术进行灭菌处理的防护

情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服数量将继续大幅度增加，而且许多辐照企业提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于 2 月 7 日正式发布《应急规

供了免费服务。一些媒体也对相关工作进行了
报道［3-5］。

范（临时）》，明确为疫情应急所需，临时采用辐

Fig.2

图 2 高能电子加速器（左）及钴源（右）辐照对一次性防护服灭菌处理现场
Spot photos of high energy electron beam accelerator (left) and gamma facility (right) for radiation sterilization of disposable
protective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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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规范 （临时） 》 中关键数据的
确定

考虑生物负载、灭菌保证水平和被辐照产品的材

《应急规范（临时）》的编制主要参考了 GB

合生产效率、灭菌效果以及产品材料的耐辐照性

料等情况给出。吸收剂量并非越高越好，需要综

19082—2009 《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1］、

能。对于辐照耐受性比较差的医疗用品，国际上

GB 18280.2—2015/ISO 11137-2：2006 《医疗保健

通常建议灭菌剂量小于 25 kGy，具体实施的剂量

产品灭菌 辐射第二部分：建立灭菌剂量》［2］ 以及

应考虑材料特性。国内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材料

GB 16383—2014《医疗卫生用品辐射灭菌消毒质

多种多样，需要由生产厂商提供样品，供辐照企

量控制》［6］ 等标准中的相关要求。为满足防疫应急

业开展不同剂量辐照梯度实验，经过专业机构对

需要，鉴于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在体表使用，
《应急

样品的性能检测后，确定最大可接受剂量。由 PE

规范（临时）》建议选择无菌保证水平为 10−3 对应

（聚乙烯）、SMS（纺粘无纺布+熔喷无纺布+纺粘
无纺布）、SMMS（纺粘无纺布+熔喷无纺布+熔喷

的剂量作为灭菌剂量。
规范规定了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最大吸收剂

无纺布+纺粘无纺布）材料制作的医用一次性防护

量≤50 kGy。一般而言，最大灭菌剂量的确定，需

服可采用 20~50 kGy 的最大吸收剂量，常规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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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辐照后老化降解较为严重，对材料原有机械

稳定性高，因此未来需要更长产业链的密切合作

性能损伤较大，最大可接受剂量不超过 20 kGy。

生产出高规格的适合辐照灭菌工艺的防护服产品，

制定本规范前，国内辐射加工部分企业开展

达到国际同等先进水平。

的灭菌试验验证，均给出最大吸收剂量为≤50 kGy
的结论。《应急规范（临时）》发布以来，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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