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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示意

注意附带的使用说明

一次性产品，请勿重复使用

经射线灭菌处理

采用环氧乙烷灭菌

蒸汽或干热灭菌

产品编号

序列号或批次号

制造商

Qty. 包装数量/每包

生产日期/灭菌日期  

(年-月或年-月-日)

此日期前使用 (年-月或年-月-日)

小心，易碎

干燥存放

避日光直射保存

如果包装撕裂或破损则不得使用

 /
0482

产品满足适用要求，该要求已在欧
盟一致性法规中对CE标识的粘贴
进行了规定

订单号

非无菌

参阅使用说明

医疗产品

材料号

UDI编号

刷子

冲洗

油

时间段

上托盘

下托盘

清洁说明

包装模板

警告; 锋利元件

警告

含有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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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
• 禁止重复使用 GO Implants 一次性产品。

• 产品包装盒内(附带)的说明书并没有完全包括如何选择及应用本公司产
品的全部信息。为了正确操作，请参考产品相关的其它指导说明，例如分
配给系统的手术技术(OP 技术)，并在必要时参考专门的操作建议。

• 通过外部成像法可能无法定位塑料产品(例如聚酰胺(PA)、聚乙烯(PE)、 
聚氧化甲烯(POM)、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

• 在净化处理 GO Implants 器械时，相关人员须具备 I 级专业知识(德
国)，在其它国家中须具备专业知识和常识。

• 送修的医疗产品事先须经过必要的清洁处理，以免造成对第三方的危
害。

1. 首次使用
在首次使用前，须根据本说明书对非无菌器械进行清洁、消毒和灭菌。医疗产
品(AEMP)净化处理单元的负责人必须在净化处理器械之前检查其所创建方法
与本净化处理说明书中所述方法之间的兼容性。手术中的所有用户都须在使
用器械前熟悉其功能。

2. 使用地点处的准备和到净化处理区域的运送
在首次使用前和每次使用后，都须对器械进行清洁、消毒、检查和灭菌。为此，
请将器械拆解成零件(如有规定)。在使用之后，必须立即用不掉毛的抹布清
除器械上的粗糙污物，以防体液、残留组织和其它残留物在器械上变干。

为了将器械安全运送到净化处理区域，须使用合适的运输容器，以便保护医
疗产品、环境和医疗人员。在运送期间，须注意小心、正确地对待器械。尤其
须小心对待敏感的器械和带有切削刃的器械，避免产品损坏。

器械的废弃处理必须干燥进行并注意，使用与净化处理之间的时间不得超过
六个小时。

3. 检查和手动预清洁
在具体情况中，请注意额外的、器械专属的 GO Implants 清洁和保养说明。

原则上须对所有器械进行手动预清洁；唯一的例外情况是，目视检查没有发现
残留物(例如残留血液或骨头碎屑)。为此，请将器械从托盘中取出，进行拆解
并在流水下冲洗(温度低于 30°C，饮用水质量)。用合适的软刷清洁表面、间
隙、空腔和其它难以够到的区域，直至可见残留物均被清除。

原则上须用超声波对所有器械进行清洁；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可以断定无法目
视检查的区域内没有残留物。必须根据制造商规定灌注超声波池并在水中添
加清洁剂(柔和的碱性清洁剂；适用于超声波清洁)。在规定清洁溶液浓度和
水温时，须遵循制造商说明并考虑器械的污染程度。

将器械放在滤网上，并且必须将其完全浸入到清洁溶液中。

建议的清洁条件：

• 超声波频率：25-40 kHz

• 时间：15 分钟 

在超声波清洁后，须用饮用水冲洗器械至少 3 分钟，以便清除残留的清洁
剂。必须目视检查器械的清洁性。必须不断重复上述过程，直至不再有可见
污物。

如果在验证运营商处的净化处理过程时已证明清洁效力，那么单个产品机械
清洁和热力消毒(例如撤销或添加单个手动的净化处理步骤)之前的操作方式
可能会所有不同。

4. 机械清洁和消毒
为了安全清洁和消毒，我们建议机械方法。RDG 过程须在运营商处进行验证。

在机械清洁和消毒时，需要将器械从托盘中取出，然后于拆卸和/或打开状态
下放在合适的滤网中。器械不得从滤网中伸出。不得阻碍或锁定冲洗臂的旋
转运动。在将轻型和/或小型组件放在滤网上时要确保，它们不会掉落。请注
意，要保证器械的充分、完全冲洗，而不能留有冲洗死角。在将医疗产品放在 
RDG 的装载架上时要确保，医疗产品所有的内部和外部表面均会被清洁和消
毒。将空腔器械放在装载架的合适位置上，确保能够对医疗产品的内部表面
进行完全的清洁和消毒。RDG 的操作说明书包含关于装载方式和正确装载流
程的说明(ISO 15883-1，8.3 条，b)。另外，还要注意 RDG 制造商的说明。

装备：符合 ISO 15883 第 1 和 2 部分的、具有热力消毒功能的清洁和消
毒设备。

机械的清洁和消毒须在有资质的 RDG 中进行(参照 ISO 15883-1 和 -2)。针
对自动清洁和消毒，我们建议以下程序参数。

程序步骤 水 温度 时间 化学制剂

预清洁
冷水

(至少为饮用水
质量)

--- 5 min ---

清洁 去离子水 55 °C 10 min 柔和碱性

必要时根据化学清洁剂制造商的说明进行中和

再冲洗 去离子水
根据化学清
洁剂制造商的

说明

2 x 1 
min ---

消毒 ---
A0 值 3000

90 °C 5 min ---

干燥 --- 90 °C 15 min ---

含有可见残留水分的产品须用医用压缩空气(按 ISO 8573-1 的压缩空气纯
度等级 2)吹干或用不掉毛的抹布擦干。

5. 检查、维护和保养
每次净化处理后，都须检查器械特定的可用性和功能性。首先，它们必须没有
可见的残留物和/或污物(建议使用带照明的放大镜)。尤其须检查空腔和难以
够到的区域。原则上必须检查功能如测量功能、兼容性、刀刃、尖头、接口、锁
止件、卡槽和活动的组件。塑料制器械和组件须检查因老化而导致的磨损以及
裂纹、脆化或表层脱落等情况。转动器械须检查变形情况。在功能检查时，须
将拆解的器械组装起来并进行检查。

损坏的器械必须换成新的或功能正常的器械。

每次净化处理后，都要对器械进行一次检查或功能检查。为了减小摩擦和磨
损，在清洁和热力消毒后用适用于所用灭菌方法的油(喷壶、油笔或滴瓶)润滑
铰链节、螺纹和其它的活动零件(推送一到两次)。在具体情况中，请同时注意
额外的、器械专属的 GO Implants 清洁和保养说明。

提示：根据有效的欧洲或美国药典，保养剂必须基于石蜡/白油，具有生物相
容性，可正确灭菌并且可渗透蒸汽。

器械的使用寿命取决于材料、设计、用途和净化处理方法。因此，请勿使用损
坏的器械、表面有可见变化的器械或者标识不再清晰可辨的器械。

提示：请勿自行尝试修理。只能由制造商方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服务和维
修。

6. 包装
为了灭菌，必须在组装状态下使用经验证的无菌屏障系统包装经过清洁和消
毒的器械。请注意，包装与灭菌方法应当相互兼容。

7. 灭菌
GO Implants 器械适合用分馏预真空法进行湿热灭菌(按 EN 285 的蒸汽灭
菌器)。按 ISO 17665 的灭菌过程须由用户进行验证。

针对灭菌过程，我们建议以下程序参数：

欧洲

方法 分馏预真空法

温度 134 C

保持时间 至少 3 min

干燥时间
建议：20 min

方法：干燥真空

更多有关如何对医疗产品进行正确净化处理的信息，也可咨询“器械净化处
理工作组”，网址为www.a-k-i.org。

8. 存放
外科器械始终须认真对待。这尤其适用于运输、清洁、保养、灭菌和存放。在
灭菌后，须将器械存放在无尘的干燥地点处。具体情况中，须与运营商方的卫
生负责人协商确定存放时长。避免日光直接照射。未按规定操作、保养以及将
器械挪作他用可能导致器械过早磨损或损坏。

http://www.a-k-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