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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铵盐类消毒剂卫生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季铵盐类消毒剂的原料要求、技术要求、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检验方法、标志和包装、

运输和贮存、标签和说明书及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季铵盐类消毒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5174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阳离子活性物含量的测定

GB/T6368 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1座 930.2 食品工具、设各用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消毒技术规范 zO02年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 2005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季铵盐类消毒剂 quatemary ammoniⅡm曲 s二nfectant

以季铵盐为主要化学成分的消毒剂 ,本标准指以氯型季铵盐、溴型季铵盐为主要杀菌有效成分的消

毒剂 ,包括单一季铵盐组分的消毒剂、由多种季铵盐复合的消毒剂以及与 65%~75%乙 醇或异丙醇复

配的消毒剂。

3.2

氲型季铵盐 quaternary ammonium chⅡ oride

由 C:~C1:的脂肪链 (单链或双链 )、 甲基 (或苄基、乙基苄基)组成的氯化季铵盐及 由松宁基、二 甲

基、苄基组成的氯化苄铵松宁。

3.3

溴型季铵盐 quaternary ammc,niu=n bmmide

由 C:~C】:的脂肪链 (单链或双链 )、 甲基 (或苄基、乙基苄基 )组成的溴化季铵盐。

3.4

清洁对象 dean o丬 ect

经过清洗或者仅存在极少量有机物污染的被消毒对象。

3.5

污染对象 山“yo刂 ect

未经过清洗或者存在较多有机物污染的被消毒对象。

3.6

游拿拓旨勇爵屮+  clean condition

以 0.3%牛血清白蛋白(BSA)为有机干扰条件进行微生物定量杀灭试验 ,以此作为确定对经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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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的清洁对象进行消毒的剂量依据。

3.7

污染条件 di“y coⅡditicD11

以 3%牛血清白蛋白(BsA)为有机干扰条件进行微生物定量杀灭试验 ,以 此作为确定对未经过清

洗的污染对象进行消毒的剂量依据。

4 原料要求

4.1 季铵盐含工与 pH值

季铵盐含量与 pH值应符合国家

4.2 游离胺含工

游离胺含量应≤ 2。 0%。

4.3 配方中其他原料质

应有明确的质量控

4.4 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应为

4.5 用于食品加

用于食品加

标准和要求。

4.6 原料配伍

产品符合相应的

4.6.1 季铵盐

4.6.2 季铵盐

4.6.3 季铵盐

光素钠、过氧化

生物碱、铝、荧

5 技术要求

5.1 性状

有芳香气味 ,无

5.2 理化指标

5.2.1 理化指标应符

5.2.2 稳定性 :产 品有效期应≥12个月。

5.3 成分限旦

5.3.1 用于手与皮肤的消毒剂 ,其消毒剂的应用液中季铵盐含量不得超过 5g/L。

5.3.2 用于黏膜的消毒剂 ,其消毒剂的应用液中季铵盐含量不得超过 2g/L。

5.4 杀灭微生物指标

消毒对象和使用剂量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 版)中 的定量杀菌试

验方法进行试验 ,其杀菌效果应符合表 2要求。

2

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土、含水羊

异味 ,

表 : 理化指标

符合 GB1厶930.2的规定食品加工设备与器皿消毒
重金属(以 Pb计 )

砷(以 As计 )



GB26369-2010

7.3.2 皮肤、黏膜的消毒 :冲洗消毒 ,用季铵盐含量为 ⑽O mg/L~1000mg/L的 消毒溶液作用 2血n~
5min;擦拭或浸泡消毒 ,用季铵盐含量为 500mg/L~2000mg/L的消毒溶液作用 2min~5mh。
7.3.3 小伤口(皮肤表面的细小擦伤、搓伤)的消毒 :用 1000mg/L~1SOO mg/L苯扎氯铵或 1000mg/L~
2000mg/L氯化苄铵松宁涂擦或冲洗 ,作用 1min~5min。

8 检验方法

8.1 理化指标检验方法

8.1.1 有效成分含量 :按附录 A的方法执行。

8.1.2 pH值 :按 GB/T6368方法执行。

3

分

⒎

时

⒎

⒎

用

表 2 杀灭傲生物指标

指示菌 (毒 )株
杀灭率对数值

悬液法 载体法

大肠杆茵(8099)
≥ 5。 00 ≥3。 00

金黄色葡萄球茵(ATCC6538) ≥ 5。 00 ≥3.00

铜绿假单胞菌(ATCC15002)
≥ 5。 00 彡≥3.00

自色念珠菌(ATCC10z3D
彡≥4.00 ≥ 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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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化学稳定性 :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⒛02年版)的方法执行。

8.1.4 对金属的腐蚀性 :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zO02年版)的方法执行。

8.1.5 重金属 (以 Pb计)和砷 (以 As计 )含量检验方法 :按 GB14930.2方法执行。

8.2 杀灭微生物效果检验方法

按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zO02年版)的要求执行。清洁对象消毒剂量的确定 ,应按 3.6清洁条件

进行微生物定量杀灭试验 ;污染对象消毒剂量的确定 ,应按 3.7污染条件进行微生物定量杀灭试验。

9 标志和包装

9.1 产品的包装应无毒和清洁 ,封 口牢固不漏 ,不与内含物产生化学反应。

9.2 产品的标志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zO05年版 )。

9.3 用于食品加工设备与器皿的消毒剂产品的包装应符合相应材料的食品包装要求。

9.4 用于手、皮肤、黏膜的消毒剂产品的包装应符合相应材料的化妆品包装要求 。

9.5 产品的包装应能保证产品的稳定性以及在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10 运输和贮存

10.1 运输

运输产品时应避免 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

10.2 贮存

避光、密闭、干燥保存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

ll 标签和说明书

应符合卫生部《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zO05年版)的要求。

12 注意事项

12.1 外用消毒剂 ,不得 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12.2 避免接触有机物和拮抗物。不能与肥皂或其他阴离子洗涤剂同用 ,也不能与碘或过氧化物 (如高

锰酸钾、过氧化氢、磺胺粉等)同用。

12.3 根据实测结果标示对金属的腐蚀性情况。

12.4 低温时可能出现浑浊或沉淀 ,可置于温水中加温。

12.5 一旦发生应用消毒液引起的眼睛不适或刺激 ,立 即用大量水冲洗。

12.6 高浓度原液可造成严重的角膜以及皮肤、黏膜灼伤 ,操作时须穿戴防护服、眼罩、面罩与橡胶手

套。一旦接触 ,应立即用大量水轻轻冲洗 15min~20min,检 查有无灼伤以确定是否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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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季铵盐类消毒剂有效成分含且检测方法

A。 1 方法一

按 GB/T5174的方法进行 ,最低检测量为 0.1g/L。

当被测样品的季铵盐含量≥ 1g/L时 ,精 密采取适量样 品并稀释成 1g/L左右浓度 的溶液 ,取
25.00mL稀释液 ,用 0。 004mol/L月 桂基硫酸钠标准溶液滴至终点。

当被测样品的季铵盐含量(lg/L时 ,可直接取 25.00mL溶 液 ,用 0.0004mol/L月 桂基硫酸钠
标准溶液滴至终点。

A.2 方法二

A.2.1 氯型季铵盐含虽的检测

A.2.1.1 氯化季铵盐含量的检测

A.2.1.1.1 试剂 :0.l mol/L氢氧化钠溶液、50g/L碘化钾溶液以及盐酸、氯仿。
A.2.1.1.2 标准溶液 :0.05m° l/L碘酸钾。

A。 2。 1.1.3 操作步骤 :精密称取样品适量 (液体样品取适量体积),使其相当于苯扎氯铵约 0.5g,置 烧
杯中 ,用蒸馏水 35mL分 3次洗人 250mL分液漏斗中 ,加 0.1m。l/L氢氧化钠 10mL和氯仿 25mL,
用容量吸管精密加人新制的 50g/L碘化钾溶液 10.00mL,剧 烈振摇 120次 (或振荡仪振荡 2min),静
置使分层 ,弃去氯仿层。水层用氯仿提取 3次 ,每 次 10mL。 然后弃去氯仿层 ,水层移人 250mL具塞
锥形瓶中 ,用 蒸馏水 约 15mL分 3次 淋洗分液漏斗 ,合 并洗液和水液。加盐酸 40mL,放 冷 ,用
o。 05m° l/L碘 酸钾标准溶液滴定至氯仿层淡棕色 ,加 氯仿 5mL,继续滴定并剧烈振摇至氯仿层无色 ,

记录碘酸钾滴定液用量 ,空 白试验将蒸馏水代替样品重复上述步骤。实验重复测 2次 ,取 2次平均值进
行计算。

A.2.1.1.4 含量计算 :氯化季铵盐含量按式 (A。 D或式 (A。 2)计算。

坻 =嬲 ×⑾ % ⋯ ⋯ ⋯ ⋯ ⋯ (A1)

凡 =铘 ×1⑾  ⋯ ⋯ ⋯ ⋯ ⋯ (A2)

式中 :

X1——氯化季铵盐含量 ,%;

X2——氯化季铵盐含量 ,单位为克每升 (g/L);

c——碘酸钾滴定液的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 (m。l/L);

V"——碘酸钾滴定液空白与样品体积差 ,单位为毫升(mL);

M  氯化季铵盐分子量 ;

勿——氯化季铵盐样品质量 ,单位为克 (g);

V——氯化季铵盐样品体积 (取样量),单位为毫升(mL)。

A。 2.1.1.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5%。

A。 2.1.1.6 检测限

本方法最低检测量为 0.9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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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2 级化苄铵松宁含Ⅰ的检测

A。 2.1.2.1 仪器及测定条件

泵系统 :LG10AT vp。

色谱柱 :⒏mpack VRODS4.6mm× 15cm。

检测器 :SPD-10A vp U平 VIS。

流动相 :乙腈 :水 :硫铽酸铵=70mL:30mL:0.5g。

流速 :1。 O mL/min。

检测波长 :270nm。

柱温 :30℃ 。

保留时间 :约 6.5min。

A。 2.1.2.2 操作步骤  
′

制各标准溶液 :精确称取在 105℃ 干燥 2h的氯化苄铵松宁对照品 500mg,用 纯化水溶解 ,再用水

定容至 500mL,得 1。 O mg/mL标 准溶液。

进样 :样晶直接进样 10uL。 标准溶液同法进样 10uL。

A。 2.1.2.3 含Ⅰ计箅

比较标准溶液和被测样品溶液的峰面积 ,即 可计算出样品中氯化苄铵松宁的含量。

A。 2.1.2.4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3%。

A。 2.1.2.5 检测限

本方法最低检测量为 0.5mg/L。

A。 2.2 溴型季铵盐含Ⅰ的检测

A。 2.2.1 试剂 :氢氧化钠溶液 (4.3g氢氧化钠加蒸馏水溶解成 100mL溶液 )、 溴酚蓝指示液(0.1g溴

酚蓝加 0。 05mol/L氢氧化钠溶液 3mL,溶解 ,在加蒸馏水至 zOO mL)以 及氯仿。

A.2.2.2 标准溶液 :0.02mol/L四 苯硼钠滴定液。

A。 2.2.3 操作步骤 :精密称取样品适量 (液体样品取适量体积 ),使其相 当于苯扎溴铵约 0.25g,置

250mL碘量瓶中 ,加 蒸馏水 50mL和氢氧化钠 1mL,摇匀 ,再加溴酚蓝指示剂 0。 4mL与氯仿 10mL。

用 0.02mo1/L四 苯硼钠标准溶液滴定 ,边滴边摇匀 ,接近终点时尚须强力振摇。待氯仿层的蓝色消失 ,

记录四苯硼钠标准溶液用量。重复测定 2次 ,取 2次平均值进行计算。同时作空白实验。

A。 2.2.4 含量计算

溴型季铵盐含量按式 (A。 3)或式 (A。 4)计算 :

凡=罴际等×⑾% ⋯⋯⋯⋯⋯(A3)

厄=琚旺等×1⑾  ⋯⋯⋯⋯⋯(A4)

式中 :

X1——溴型季铵盐含量 ,%;

X2——溴型季铵盐含量 ,单位为克每升(g/L);

c——四苯硼钠滴定液的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p——四苯硼钠滴定液样品与空白体积差 ,单位为毫升(mL);

M  溴型季铵盐分子量 ;

″——溴型季铵盐样品质量 ,单位为克(g);

V——溴型季铵盐样品体积(取样量),单位为毫升(mL)。

A。 2.2.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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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2.6 检测限

本方法最低检测量为 0.9g/L。

A。 2.3 方法的选择

可首选方法一 ,当 待测样品不适合方法一或产生颜色干扰时 ,可按方法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