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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功能纺织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抗病毒功能纺织品

判定、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使用说明、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抗病毒功能的各类纺织材料及其相关制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 3 周岁及以下的婴幼儿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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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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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856  针棉织品包装标准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防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FZ/T 73023 抗菌针织品 

消毒技术规范（卫生部2002年版） 

ISO 18184：2019  Textiles — Determination of antiviral activity of textile products 

3 术语和定义 

ISO 181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病毒 virus 

由 RNA 或 DNA 及蛋白质等组成的，专营细胞内感染和复制的一大类结构简单的微生物。 

[来源：《微生物学名词》（第二版）。] 

3.2  

抗病毒 antiviral 

采用化学或物理方法使病毒失去活性的过程。 

3.3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 antiviral functional textiles 

具有抗病毒功能的纺织品(纺织材料和/或面料）。 

4 分类 

4.1 一次性使用纺织品 

不耐洗涤但具有储存稳定性的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如：口罩、防护服、空调以及空气净化器滤材

等。 

4.2 非一次性使用纺织品 

耐水洗次数至少在 5 次及 5 次以上的（耐久性）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如：内衣、家用纺织品等。  



 

注：非一次性抗病毒功能纺织品按水洗次数分为 5 次、10 次、20 次和 50 次洗涤，洗涤次数可根据产品的最终用

途确定。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纺织品标准要求。 

5.2 安全性要求 

5.2.1 抗病毒纺织品应符合 GB 18401 和 GB 31701 等相关纺织品产品标准的安全性要求，且不应使用

抗病毒纺织品制作 3 周岁以内婴幼儿的用品。 

5.2.2 除符合 5.2.1 的要求外，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安全性应还符合表 1 要求。 

 

表1  安全性毒理学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 

1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 无刺激性 

2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阴性 

3 阴道黏膜刺激试验 无刺激 

4 基因突变试验 阴性 

5 染色体畸变试验 阴性 

注：1.与皮肤接触的产品应测试序号为 1、2、4、5 的项目。 

2.与黏膜接触的产品应测试序号为 3、4、5 的项目。 

3.基因突变试验检测任意一项符合要求即可。 

5.3 抗病毒性能要求 

5.3.1 试验病毒 

a）包膜病毒：甲型流感病毒H1N1(ATCC VR1469)或H3N2(ATCC VR1679)； 

b）非包膜病毒：肠道病毒EV71(ATCC VR1432)。 

5.3.2抗病毒性能要求 

抗病毒性能级别应符合表2要求。 

表 2  抗病毒性能级别指标要求 

类别 抗病毒级别 洗涤次数 
甲型流感病毒（H1N1 或 H3N2） 肠道病毒（EV71） 

抗病毒活性值（作用时间：2h） 抗病毒活性值（作用时间：2h） 

非一次性使

用纺织品 

I 级 
洗前 ≥3.0 ≥2.0 

洗后 ≥2.0 ≥1.5 

II 级 
洗前 ≥2.0 ≥1.5 

洗后 ≥2.0 ≥1.5 

一次性使用

纺织品 

I 级 0 ≥3.0 ≥2.0 

II 级 0 ≥2.0 ≥1.5 

注：1.根据产品用途亦可增加病毒种类。 

2.洗涤次数根据纺织品材料属性及用途选择确定 5 次、10 次、20 次或 50 次。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试验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的内在质量及外观质量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检测方法检测。 

6.2 安全性试验 

6.2.1 浸提液的制备 

将试样完全浸渍于含有蒸馏水（电导率＜2 μS/cm）的容器中，其中试样与蒸馏水的体积比为100 

g/L，密闭后避光（25±5）℃下浸泡（24±1）h。 

6.2.2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 

    取6.2.1制备的浸提液，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3.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3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取6.2.1制备的浸提液，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3.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4 阴道黏膜刺激试验 

取6.2.1制备的浸提液，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3.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5 基因突变试验 

取6.2.1制备的浸提液，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3.8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2.6 染色体畸变试验 

取6.2.1制备的浸提液，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3.8或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3 抗病毒性能试验 

6.3.1 包膜病毒选择流感病毒H1N1(ATCC VR1469)或H3N2(ATCC VR1679)，非包膜病毒选择肠道病毒

EV71(ATCC VR1432)，按ISO 18184：2019进行抗病毒性能试验。 

6.3.2 若样品需要洗涤，按FZ/T 73023-2006 附录C规定的方法进行洗涤，洗涤后烘干或自然干燥后室

温放置24 h，然后按ISO 18184：2019进行抗病毒性能试验。 

7 抗病毒功能纺织品判定 

产品在符合本文件 5.1 和 5.2 要求的基础上，如符合本文件 5.3 指标要求之一，则分别判定该产品

为抗病毒功能纺织品（非一次性）I 级、抗病毒功能纺织品（非一次性）II 级或抗病毒功能纺织品（一

次性）I 级、抗病毒功能纺织品（一次性）II 级。 

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从每批产品中按品种抽取有代表性样品，每个品种各抽取 3-5 个样品，按表 3 进行检测。如果

抽取样品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时，判定为合格。 

8.1.2 出厂检验的项目见表 3。 

8.2 型式检验 



 

8.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正式生产后，产品的原材料、设计、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产品停产一年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d）国家市场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正常生产时每五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8.2.2 型式检验的项目见表 3。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内在质量及外观质量 5.1 6.1 ● ○ 

2 安全性要求 5.2 6.2 ● ○ 

3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 5.2.2 6.2.2 ▲ — 

4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5.2.2 6.2.3 ▲ — 

5 阴道黏膜刺激试验 5.2.2 6.2.4 ▲ — 

6 基因突变试验 5.2.2 6.2.5 ▲ — 

7 染色体畸变试验 5.2.2 6.2.6 ▲ — 

6 抗病毒性能 5.3 6.3 ● — 

注：●为必检项目，○为抽检项目，▲为可选择功能或特性的必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9 标志和包装 

9.1 标志 

9.1.1标明产品根据判定结果标注。 

9.1.2标明产品执行标准。 

9.2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GB/T 4856、GB/T 191 标准要求。 

10 使用说明 

10.1产品的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5296.4 要求。 

10.2使用说明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至少标明“3 周岁以内婴幼儿忌用”标志。 

11 运输和贮存 

11.1  运输方式应符合合同规定，并应轻装、轻卸、防止污损，不得受潮、雨淋和暴晒。 

11.2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的仓库内，防止受潮变质，并按类别、规格型号分别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