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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负责浙江省消毒产品方面的标准化技

术归口工作的组织，是综合性、基础性和跨部门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省消毒标

技委是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领导，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负责业务指导，浙江

省保健品行业协会负责日常工作。 

工作任务： 

◆ 研究并提出本省消毒产品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技术措施

的建议。 

◆ 负责组织制订和完善本专业的标准体系表；提出制定、修订本专业地方

标准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建议。 

◆ 协助组织本省消毒产品专业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复审和送审，对审

查标准的技术内容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 组织本专业地方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工作，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采用国

家和国际标准情况等提出审查结论意见，提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

的建议。 

◆ 负责组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宣贯和对负责起草的相关标

准的技术性解释工作，推动标准的实施；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

和分析，定期复查本专业已发布的浙江省消毒产品地方标准，对本专业

的地方标准提出修订、补充、废止或继续执行的意见。 

◆ 积极参加国家消毒产品标准化组织及其活动，努力争取主持或参与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 开展与国外标准化组织的合作与交流，跟踪和研究消毒产品领域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结合实际加以采用。 

◆ 组织开展消毒产品领域标准化技术研究，开展消毒产品标准化学术活动

和咨询服务工作，提出对外开展标准化技术交流活动的建议，协助标准

化培训工作。 

 



 - 3 - 
 

标技委动态 

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筹备会在杭召开 

为充分听取行业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消毒分会成立的流程，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

于 6月 29日在杭州召开了消毒分会成立筹备会。杭州美美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泰林生

物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佩洁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民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等 10余家消毒产品骨干企业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浙

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王东主持，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艳、技术部主任姜华威出席

了会议。    

姜华威主任向参会企业通报了消毒分会的筹备情况。他首先介绍了消毒产品国内外

的情况：截止 2015年 3月，浙江省共有 573家经过许可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杭州、

宁波、台州是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最多的 3个地级市，其中杭州约占全省消毒生产企业数

量的 1/4。我国消毒剂行业稳步增长，产量年均增速超过 15%，国产产品主要为中低端

产品，占据市场 85%容量。我国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规模约 1000 多亿元，杭州可靠、珍

琦是国内主要的一次性成人卫生用品生产企业。食具消毒柜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

广东，我省老板、方太等品牌位居全国前列，食具消毒柜市场规模已近百亿。尽管消毒

行业发展迅速，除了上海市消毒品协会，还没有其他消毒行业组织成立，规范和引导行

业发展，维护行业正当利益。因此，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从 2014 年 1月开始了消毒

分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两轮的征集工作，已有近 50家消毒企业同意成立并递交了入会

申请材料，并完成了消毒分会工作细则、入会条件、会费管理办法、工作计划等文件的

准备。下一步消毒分会成立后，将重点围绕行业交流、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等

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会议通过了《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浙江省

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入会须知》、《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入会条件》、《浙

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会费缴纳标准与使用管理办法》、《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

消毒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候选名单》等工作文件。 

最后，与会企业纷纷结合自身情况，提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

望协会能给予支持和帮助。下一步，协会将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汇总，

加快成立浙江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消毒分会，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我省消毒行业的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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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技委帮助企业解决卫生安全评价工作中的困难 

2014年 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印发了《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的通知，标

志着除“三新”外的消毒产品由注册审批制转变为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制。考虑到消毒产

品卫生安全评价的实施需要很多前期准备工作，目前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尚未正式具体开

展实施该项工作。 

目前我省很多消毒企业产品原批件已经到期，而且消毒产品在招投标过程中、进入

医院审核以及销售时需提供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以及监管部门出具的备案凭证。针对

这一情况，消毒标技委积极向省卫生计生委和省卫计委综合监督所反应相关情况。经过

沟通和协调，省卫计委综合监督所同意为企业开据我省未开始备案证明。同时企业可按

照《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的相关要求，对产品进行检测与验证，取得合格的检

测报告，并编制卫生安全评价报告资料。在实际的销售过程中，企业可先将卫生安全评

价报告的资料提供给客户，待省内批复正式启动备案工作后，再提交备案凭证，以避免

影响产品正常的销售。 

 

 

行业动态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在

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 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将 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

批”这一审批类别。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部门共有非行政许可审批 453项。经过 2013年和 2014

年前后七轮的清理，已经取消了 209 项。2014年 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清理国务院部

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决定通过一年时间对各部门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进行全面清理。今年 5月 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剩余 244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的清理意见。至此，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全面完成。“非

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退出了历史舞台。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事项的落实工作，加强事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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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

不得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审批；审批部门要严格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政

府内部审批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时限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2015 年 5 月 2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 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要求，结合我省地方性法规修改等情况，对

全省行政审批事项作了进一步清理。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取消的 39 项和调整（含调整

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直接或委托下放事项、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事项）的 86 项行

政审批事项予以公布。其中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调整为工商后置审批。 

 

 

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有新规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经 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发布。新版食品安全

法共十章，154条，将于 2015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新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提供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的单位应当具备

相应的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用水应当符合相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提供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的单位应

当对消毒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

使用期限等内容。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是指具有消毒服务的条件和能力，能够为餐饮服务者提供餐饮

具集中消毒服务的机构或单位。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应当符合《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规范》

的要求，餐饮具消毒过程及消毒后餐饮具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对餐饮具集中消毒

单位的餐饮具进行卫生监督抽检，依法查处不符合卫生规范的行为。 

根据规范要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地方各级工商行政部门通报的获得工商营

业执照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生监督管理，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对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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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集中消毒单位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餐饮具进行卫生监督抽

检；依法查处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规范的行为。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监督检查结论为不合格：建于居民楼

内的；与可能污染餐饮具的有害场所距离小于 30米的；生产场所（包括清洗、消毒、

包装）总面积小于 200平方米的；消毒工艺流程未按回收、去残渣、浸泡、机洗、消毒、

包装、储存设置的；生产用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消毒后的

餐饮具不符合《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GB14934）的；使用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未提供餐饮具批次出厂检验报告的；不符合其他卫生要求，

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餐具集中消毒配送是今年新兴的一个服务性行业.为规范对餐具集中消毒配送行业

的卫生监督管理，近日，日照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根据市场调研情况 ，在餐具集中消

毒卫生许可审查标准中规定：市卫生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全市新上餐具集中消毒配送单位

卫生许可审查把关，达到卫生许可条件后，由各县（区）发放卫生许可证，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进行日常卫生监管。进行餐具集中消毒配送必须具备大型洗碗消毒自动化机械备

间、包装间、成品库、外包装箱清洗间和洗手间及化验室等。还要求单位要建立健全卫

生管理组织、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岗位责任制等。  

清洗消毒设备运转正常、操作规范；生产场所布局及工艺流程合理；消毒餐具小包

装必须注明单位名称、详细地址、卫生许可证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电话号码；使用

集中消毒餐具的餐饮单位必须索取餐具配送单位的卫生许可证、餐具卫生检测报告的复

印件 。 

 

 

新《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出 双氧水获"二次上岗" 

公开资料显示，在 2007版的国标中，双氧水是可以作为加工助剂使用的。而在 2011

版中，双氧水被从该名单中剔除。而在新版的 2014版国标中，双氧水又重新获得该“合

法身份”。 

北京食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曹雁平表示，在农业部出

台的洗涤剂规定里，双氧水一直是可以用于食品加工的，如用于食品的无菌包装，进行

消毒、杀菌等，“全世界都在用”。双氧水可把微生物杀死，同时因其化学性质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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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就会分解成氧气和水，对人体无害，且是人类需要的，所以在食品加工中被广泛使

用。 

而食品专家指出，实际上，食品级双氧水具有广谱、高效、无毒、无残留的特性。

作为生产加工助剂用在食品、果蔬及饮料的生产过程中,能起到消毒、杀菌、漂白等作

用。 

即将到来的 5月 24日，国家卫计委发布新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

将正式实施，取代现行的 2011版。一些曾在 2011版被删除出食品添加剂名单的添加物

获得“二次上岗”，再次出现在 2014 版新标准中，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就是

其中之一。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戊二醛类消毒剂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戊二醛类消毒剂监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

全，国家卫生计生委就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戊二醛消毒剂卫生标准（GB26372-2010）》（以下简称《标准》）适用范围内的

产品应当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执行；戊二醛类消毒剂配方中加入《标准》适用范围规定的

主要成分和辅助成分以外的其他成分（香料除外）的，不适用《标准》，其杀灭微生物

效果和有效期应当符合《戊二醛类消毒剂卫生质量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7〕265

号)的要求，其他指标按照在质检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二、消毒剂生产企业应当落实主体责任，保障戊二醛类消毒剂的卫生质量。产品首

次上市前，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国卫监督发〔2014〕

36 号），对产品进行卫生安全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负责，卫生安全评价合格的产品方可

上市销售。 

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综合监督执法机构要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消毒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加强对生产、销售和使用戊二醛类消毒剂的

监督管理，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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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信息 

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务院日前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改革标

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改进标准制定工作机制，强化标准的实施与监督，更好发挥

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促进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方案》提出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

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健全统一协调、运行高效、政府与市场共治的标

准化管理体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有

效支撑统一市场体系建设，让标准成为对质量的“硬约束”，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水平。 

《方案》强调改革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国际接轨、统筹推进的原则，明确了

6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是建立高效权威的标准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标准化重大改革，

研究标准化重大政策，对跨部门跨领域、存在重大争议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协调。二

是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逐步将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整合为强制

性国家标准。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授权批准发布。三是优化完善推荐性

标准。进一步优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体系结构，推动向政府职责范

围内的公益类标准过渡，逐步缩减现有推荐性标准的数量和规模。四是培育发展团体标

准。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

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五是放开搞

活企业标准。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

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落实企业标准化主体责任。六是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积极参与

国际标准化活动，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大力推广中国标准，以中国标准

“走出去”带动我国产品、技术、装备、服务“走出去”。 

《方案》明确改革将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第一阶段从 2015 到 2016年，主要是推

进改革的试点工作，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同时对现行标准体系进行全面

清理和复审；第二阶段从 2017到 2018年，主要是稳妥向新型标准体系过渡；第三阶段

从 2019到 2020年，基本建成新型标准体系，我国标准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完成各项

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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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标准化事业蓬勃发展，覆盖一二三产业和社

会事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形成。标准化在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外交外贸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标准体系和

标准化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与市场角色错位，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阻碍了标

准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切实转变政府标准化管理职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浙江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2015年修订） 

  第一条为改进和完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促进市

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和质检总局、国家标

准委《关于印发〈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的通知》（国质检标联〔2009〕84号）、《关

于在部分省市开展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试点工作的通知》（国质检标联〔2014〕

660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企业产品标准备案，是企业依法将自主制定并实施的企业产品标准，向企业

工商注册登记住所地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存档备查（以下简称书面备案），或在

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统一开放的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自我声

明公开（以下简称自我声明公开）的行为。 

  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所对应的产品应当符合营业执照核准的

经营范围。 

  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后的企业产品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接受产品质量合格

评定的依据。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过程中不得收

取任何费用。 

  第四条自企业产品标准发布之日起 30日内，企业应当以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

的形式（也可两种形式兼具），对企业产品标准进行备案。 

  第五条企业以书面备案形式对企业产品标准进行备案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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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案申请表； 

  （三）标准纸质和电子文本； 

  （四）标准编制说明； 

  （五）标准审查单（会议纪要）； 

  （六）标准审查专家组成员资格证明； 

  （七）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相符合的承诺，与相应的推荐性标准

是否一致的声明。 

  企业产品标准采用国际组织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应当提供相关的说明和材料；

法律、法规对企业产品实施许可制度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书或证明。 

  第六条企业以自我声明公开形式对企业产品标准进行备案的，应当公布以下内容： 

  （一）企业自我承诺； 

  （二）企业基本信息； 

  （三）标准的名称、编号和文本，或产品技术指标名称、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七条企业应当对书面备案材料或自我声明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对

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的实施后果依法承担责任。 

  企业提交的书面备案材料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书面备案；不符合规定的，不予书面备案并书面告知。 

  第八条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书面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文本进行编号和加盖

备案印鉴章。 

  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的有效期为 3年，自书面备案之日起计算。 

  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的编号规则为： 

  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的印鉴章式样由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自我声明公开的系统标识码和水印，为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并由企

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动生成和赋予。 

  第九条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后，技术内容需作修改或补充的，企

业应当向书面备案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修改报告，或在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上重新自我声明公开。 

  第十条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后，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持新的营业执照

和变更后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办理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变更手续。变更后，企业产

品标准的代号、顺序号、年份号和备案号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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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后，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在企业产品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上重新自我声明公开。 

  第十一条企业应当对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后的企业产品标准定期进行复审，确

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复审周期不超过 3年。 

  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企业应当及时对企业产

品标准进行复审。 

  书面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复审后，应当及时向备案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复审

结果。 

  第十二条对修订后的企业产品标准，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重新书面备

案，或在企业产品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重新自我声明公开。 

  废止或备案有效期届满后未报告复审结果的企业产品标准，已经书面备案的，应当

予以注销；已经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应当申请撤销。 

  第十三条企业产品标准重新书面备案的，备案编号应当按年份重新编制。 

  第十四条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书面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名录定期予以公告，

并将有关信息录入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系统。 

  第十五条法律、法规对产品实施许可制度并要求提供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的，企

业可先向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报请预备案，待取得相应的证书或证明后，再按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报请书面备案。 

  企业产品标准预备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二）预备案申请表； 

  （三）标准纸质文本。 

  企业产品标准预备案的编号规则为：预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只作为行政许可审查的

技术资料，不作为企业组织生产和接受产品质量合格评定的依据。 

  第十六条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辖区内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

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内容和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抽查。 

  行业组织、消费者、新闻媒体和其他企业等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自我声明公开的企

业产品标准内容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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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书面备案或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产品标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

和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重新书面备案或重新

自我声明公开。 

  企业产品标准内容和实施后果存在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等行为的，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依法对企业进行处罚，并纳入企业不良质量信用记录。 

  第十七条未经企业同意，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公开书面备案的企业产品标准文

本或内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标准备案管理人员应当严格履职，不得向备案企业提出与备案工作无关的

要求。对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企业产品标准书面备案纸质材料的保存期为 5年，电子材料的保存期为 10

年。保存期满后，备案材料应当予以销毁。备案材料的保存和销毁应当符合档案管理规

定的要求。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企业

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通知》（浙政办发〔2014〕82号）同时废。 

 

 

2015 年卫生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 

（ 消毒专业 10 项） 

项目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标准

性质 

制定/

修订 

完成年

限（年） 
起草单位 

第一起

草人 

20151701 

过氧化氢气体

等离子体低温

灭菌装置的通

用要求 

GB 修订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

品安全所 

张流波 

20151702 
过氧化物类消

毒剂卫生要求  
GB 修订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黑龙江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

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张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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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703 
臭氧发生器卫

生要求 
GB 修订 1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国家卫

生计生委卫生和计划

生育监督中心、四川大

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朱仁义 

20151704 
季铵盐类消毒

剂卫生要求 
GB 修订 1 空军总医院 曹晋桂 

20151705 
含碘消毒剂卫

生要求 
GB 修订 1 

军事医学科学院疾病

预防控制所、广州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广东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华明 

20151706 
胍类消毒剂卫

生要求 
GB 修订 1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黑龙江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燕 

20151707 
戊二醛消毒剂

卫生要求 
GB 修订 1 

军事医学科学院疾病

预防控制所、上海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姚楚水 

20151708 
皮肤消毒剂卫

生要求 
GB 修订 1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深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崔树玉 

20151709 
黏膜消毒剂通

用要求 
GB 修订 1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

关产品安全所、山东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燕 

20151710 

紫外线空气消

毒器安全与卫

生要求 

GB 修订 1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山

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卫生监督所、武

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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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 

动态消毒技术进军海外食品行业大有前途 

    《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指出，微生物污染困扰进口食品。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进

口食品规模持续上扬，植物油脂、谷物及其制品、蔬菜及水果这三大类食品的进口贸易

额接近半壁江山。进口食品安全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不

合格、重金属超标、检出有毒有害物质、携带有害生物、农兽药残留量超标、含有违规

转基因成分、来自疫区等。其中，微生物污染是威胁我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

在 2013年我国检出的进口不合格食品中，因微生物污染的共 446 批次，占到 20.61%，

菌落总数超标、大肠菌群超标、霉菌超标的情况较为严重。 

采用动态消毒技术，可有效对食品企业的仓库、加工和包装车间进行杀菌消毒，提

高这些场所的空气的卫生质量，从而提高食品安全质量。 

为开拓海外食品保质技术市场，我国的动态消毒技术研究机构应采取多种有效措

施：一是到海外食品企业调研，充分了解海外市场需求，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动态消毒设

备。二是了解海外不同国家在食品消毒技术、食品消毒设备方面的贸易法规，特别是进

口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便出口时顺利通关。三是向海外客户提供配套的增值服务，如向

海外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动态消毒设备的应用技术、潮流食品的加工工艺、客户产品销售

目的地的市场信息等。四是按照国际贸易规则，签订严谨细致的合同，并办理相关保险，

减少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消毒器械 

我国消毒柜行业技术特点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消毒柜新品的高技术含量主要体现在模糊逻辑化的控制、触

摸屏式面板、数码、微电脑液晶显示和纳米等新材料的使用上。可以说，家电产品的新

技术已全面使用在消毒柜上了。以下就是一些消毒柜的工作原理。 

    食具消毒是利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杀灭清洗过的食具中病原微生物的过程。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消毒柜从功能上说，通常只有高温消毒、臭氧消毒和紫外线消毒

3种消毒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消毒方式，比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上层为臭氧保

洁，下层为红外线加热”的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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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热型消毒柜是利用高温发挥杀菌作用。 

    高温对细菌有明显的致死作用。细菌中的蛋白质因受热而发生变性凝固，活性消失，

代谢发生障碍，导致死亡。电热型消毒柜的消毒温度应≥100℃，消毒时间应≥15分钟。

更多行业资讯可查询《消毒柜行业市场调查分析报告》。 

    臭氧消毒柜是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进行消毒。 

    臭氧在常温下为带蓝色的爆炸性气体，有特臭，为已知最强的氧化剂之一，是一种

光谱杀菌剂。但是臭氧泄漏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业现场空气中允许的阀限值为 0.2mg/m3。

所以臭氧型消毒柜需在保证臭氧不泄漏的情况下，保持柜内臭氧的浓度，以确保消毒效

果。 

    臭氧加紫外线食具消毒柜是利用紫外线和臭氧作为消毒手段的消毒柜。 

消毒灭菌使用的紫外灯应是高臭氧紫外灯，紫外线的波长范围是 200～275nm ，其

中杀菌作用最强的波段是 250～270nm。用于消毒的紫外灯在电压为 220V时，辐射的

253.7nm 紫外线强度应不低于 70μ W/cm2。紫外线辐射能量低，穿透力弱，仅能杀灭直

接照射到的微生物，因此消毒时必须使消毒部位充分暴露于紫外线下。紫外灯同时产生

臭氧，也起到杀菌作用。 

 

 

卫生用品 

非织造布产品新标准于 2015年 6 月开始实施 

非织造布是卫生用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其产品质量与卫生用品品质密切相关。20

14 年工信部颁布了一系列行业标准，下面给出的是卫生用品相关的非织造布产品标准，

这些标准将于 2015年 6月 1日实施。 

《短纤热轧法非织造布》，标准号 FZ/T 64052-2014。 

本标准代替 FZ/T 64004-1993《薄型粘合法非织造布》中热轧粘合法非织造布。本

标准适用于以短纤维为原料，梳理成网后经热轧粘合而成的定量在 60 g/m2以下，厚度

不超过 1mm的服装粘合衬用和卫生用品用非织造布。定量超过 60g/m2 和厚度超过 1 mm

的短纤热轧粘合法非织造布可参照执行。 

《纺粘热轧法非织造布》，标准号 FZ/T6403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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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 FZ/T 64004-1993《薄型粘合法非织造布》中纺粘法非织造布。适用于

以聚丙烯、聚酯为主要原料，采用熔体纺丝成网、经热轧粘合制成的非织造布。 

《纺粘/熔喷/纺粘(SMS)法非织造布》，标准号 FZ/T64034-2014。 

本标准是新制定标准。标准规定了纺粘/熔喷/纺粘(SMS)(纺粘、熔喷可以是一层或

多层)非织造布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本标准

适用于以丙纶为主要原料，以热轧粘合方式加固的 SMS产品。 

《美妆用非织造布》，标准号 FZ/T64051-2014本标准。 

本标准是新制定标准。标准规定了美妆用非织造布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志和贮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标准中规定：按规定方法检验时无荧光物。

本标准适用于加工美容、化妆及个人护理用品的非织造布。 

 

                          （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王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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