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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技术产业的概念”

（一）跨行业的应用：电子信息产业、制药行业、医疗卫生事业、生物安全领域。

（二）洁净室用产品及用品、易耗品：

           产品生产与销售网络；

           95%的产品内地生产（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企）。

（三）洁净室（厂房）产业链已形成：设计、建造、调试、检测、运行、合格评定。

（四）《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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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技术标准国际化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2001年入世，遵循WTO/TBT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The World Trade Or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其基本要求）——
     ①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其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应符合WTO/TBT协议，接受《关于标准制定、采纳和实施的

           良好行为规范》。

     ②  标准的制定、采纳和实施不能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而且尽量采用或者以国际标准为基础。

     ③  标准“应尽可能按产品的性能要求，而不是按设计或描述特性”制定。

■  国际标准的科学性、包容性、灵活性。

     科技性体现在：

             ①  ISO/TC 209制定了《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ISO 14644和ISO 14698系列标准，自成体系。涵盖设计、建造、调试、

                   检测、运行、合格评定。 
            ②  ISO/TC 209将《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纳入环境评价体系，确定程序性限制和测试程序，以减少污染、体现 
                  “洁净技术只是手段，污染控制才是目的”的技术概念真谛。

    包容性体现在：《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适用于各行各业。以制药产业为例，药业执行的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但使用ISO 14644、ISO 14698技术标准恰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灵活性体现在： ①  随着科技进步，洁净技术不断发展。标准很方便增加编号。

                                  ②《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充分体现“商榷”性、“指导”性；较少“强制性”。

《六大产品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

90.6%            
（出货量）

70.6%           
（出货量）

48.8%                  
（出货量）

42%                        
（市场份额）

40%           
（产量）

44.7%         
（产量）

占全球产量、市场份额、出货量的百分比

计算机手机彩电造船定工量电解铝粗钢
                                                        
工业品
份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贸易是个重要组成，作为市场交易契约基础的“技术标准”实现国际化是必由之路。

■  全球经济一体化

     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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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指国际上生产同一类产品需要遵循的统一技术指标。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引起的。

1864年4月21日晚，塞勒斯（美国工程师）提出“让美国螺丝钉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当时的梦想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77年后，1941年冬，英美联军在北非与德国作战。英国人请美国人来修理坦克。美国机械师赶到现场后才发现，由于标准不同，带来的螺钉
配不上。小小的螺丝，差一点使英制坦克差点儿成了德军的靶子。战后英国国防企业率先开始采用美制螺钉，80年后“塞勒斯标准”开始成为全
英通用的标准，进而扩展到了整个欧洲。

世界共有200多个组织负责制定国际间的标准，其中超过96%的已经发布的标准来自下列三个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SO制定的标准覆盖除了电子通信、广播和电气技术外的几乎其他所有东西：从纸张的大小、胶卷的速度、保健品的成分、纯种狗
的规

           格、表板上的记录到汽车的排放量，无所不包。过去，只是各国标准组织之间的协调者。而今，充当领导者角色，近年来，每年
都要主

           动在国际上推出几百套、甚至上千套新的技术标准。 

            注：许多人注意到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全名与缩写ISO之间存在差异。其实，“ISO”并不是
                   首字母缩写，而是一个词 ，它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相等”，诸如“isometric”（意为“尺寸相等”）“isonomy”（意为“法律平等”）。从
                    “相等”到“标准”，内涵上的联系使“ISO”成为组织的名称。 

执行ISO标准——量化的科学管理手段，日益成为国际通行的、用以评判企业或产品、环境的依据。

ISO 9000 是国际普遍流行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体系。

ISO 14000 是国际公认的环境管理标准体系，一套关于“组织”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实施与审核的通用标准。将节能降耗、减

                  少资源耗费、减少污染的绿色概念，贯穿于产品生产周期（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废弃）的
全过程；

                  抓好绿色生产和绿色管理。

标准与组织
■ 标准

■ 标准化组织

■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制定标准是落实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Technical Committee

ISO/TC 176（建立ISO 9000体系）； ISO/TC 207（建立ISO 14000体系）； ISO/TC 142（“空气及其它气体的清洁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ISO/TC 209（建立“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体系 ISO 14644、ISO 14698）； ISO/TC 229（纳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CEN/TC 243（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洁净室技术委员会，对口ISO/TC 209）；                                                                                                                
SAC/TC 319（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口ISO/TC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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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 209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于1993年5月正式成立 ISO/TC 209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技术委员会。其任务是 “本着

使设备、设施及运行办法规范化的目的，制定洁净室及其相关受控环境的国际标准，确定程序性限制和测试程序，

以减少污染” 。
成立了九个工作组

         第一工作组  气态悬浮粒子洁净度等级； 第二工作组  生物污染；          第三工作组 测量与测试方法；

         第四工作组  设计与建造；                         第五工作组  洁净室的运行；  第六工作组：术语、定语和单位；

         第七工作组  隔离装置；                             第八工作组  分子污染；          第九工作组  清洁表面

         

ISO/TC 209历时14年制定了洁净室技术标准ISO 14644 、ISO 14698系列

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9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319 on Cleanrooms &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国标委综合 [2008] 6号文批准成立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9，主要负责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的设计、
建造、测试、运行、评价等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对口国际标准

化组织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技术委员会（ISO/TC 209）。

SAC/TC 319

SAC/TC 319的成立：经过5年的酝酿，一年的筹建，一批人的执着，实现了一代人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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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会议洛杉矶会议

2002年4月28日~5月1日，派团参加第14

届国际污染控制学术论坛暨ICCCS组织

成员会议（“洛杉矶会议”——美国加州

阿拉赫姆迪斯尼酒店The Disneyland 

Hotel in  Anaheim, California）。

会议期间ISO/TC 209主席理查德·马休

斯 Richard A. Matthews特别邀请中国

代表团参加同期举行的ISO/TC 209 工

作会议，并提示中国曾经有投票权，但

长时间缺席ISO/TC209会议。

2004年9月6日~8日召开第16届国际污染控制

学术论坛和ICCCS组织成员会议（“波恩会议”

— —  德国波恩马里蒂姆酒店The Maritim 

Hotel

 in Bonn）。

会议期间中国CCCS代表团向ISO/TC 209提出

口头申请，恢复中国在ISO/TC 209席位和投票

权，理查德·马休斯主席同意进行协调；同期求

助相关单位在国内履行申报手续。 

波恩会议波恩会议 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

2005年CCCS和CAS联合组团参加 ICCCS组

织成员会议和ISO/TC 209工作会议（2005

年9月14日~16日，莫斯科巴尔丘格·凯仑斯

基酒店Hotel Baltschug Kempinski）。

会议决定于2006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

ISO/TC 209工作会议，自1993年ISO/TC 

209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工作会议。 

2006年1月14日，SAC正式批准CAS作为ISO/TC 

209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标委办国际 [2006] 

13号文），恢复中国在“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

境”国际标准中从未行使过的建议权和投票

权。  

北京会议北京会议

1 2 3

4

恢复中国在ISO/TC 209的权益22



中国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国家标准体系

1 核心部分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GB/T 25915.1-2010   /  ISO 14644-1:1999
GB/T 25915.2-2010   /  ISO 14644-2:2000
GB/T 25915.2-2010   /  ISO 14644-3:2005
GB/T 25915.4-2010   /  ISO 14644-4:2001
GB/T 25915.5-2010   /  ISO 14644-5:2004
GB/T 25915.6-2010   /  ISO 14644-6:2007
GB/T 25915.7-2010   /  ISO 14644-7:2004
GB/T 25915.8-2010   /  ISO 14644-8:2006
GB/T 25916.1-2010   /  ISO 14698-1:2003
GB/T 25916.2-2010   /  ISO 14698-2:2003
●●●●●●2 支撑构架 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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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有洁净         
技术相关标准

顺其自然

采用国际标准

继续采用

修订后，关注行业特色

生命周期终极

例如新版GMP-2010以欧盟GMP为蓝本，
保持与WHO水平一致。

国内市场的需求，市场占全球份额绝对优势。

视同行业标准。

停止使用。

检
测
技
术
分
析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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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63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8-T-469，
序号935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Biocontamination control 
Part 1: Genera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 生物污染控制第一部分  一般原理和方法  

GB/T 25916.1-2010　 
等同采用 ISO14698-1:2003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9-T-469，
序号936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7-T-469，
序号934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6-T-469，
序号933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5-T-469，
序号932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4-T-469，
序号931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3-T-469，
序号930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2-T-469，
序号929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1-T-469，
序号928

国标委[2007]100号文

编号20075920-T-469，
序号927

国标修改计划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64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Biocontamination control 
Part 2:  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ocontamination data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 生物污染控制第二部分  生物污染数据的评估与分
析

GB/T 25916.2-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98-2:2003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62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8: Classification of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 第八部分  空气分子污染分级

GB/T 25915.8-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8: 2006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61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7: Separative devices   (Clean air hoods, gloveboxes, isolators and mini- 
environments)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七部分  隔离装置（洁净空气罩、手套箱、
                                                                                       隔离装置、微环境）

GB/T 25915.7-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7:2004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60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6: Vocabulary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六部分  词汇

GB/T 25915.6-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6:2007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59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5: Operations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五部分  运行

GB/T 25915.5-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5:2004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58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4: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start-up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四部分 设计、建造和启动

GB/T 25915.4-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4:2001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57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3: Test methods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 第三部分  检测方法

GB/T 25915.3-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3:2005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56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2: Specifcations for testing and monitoring to prove continued compliance with 
ISO 14644-1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二部分   证明持续符合ISO 14644-1的检测和监测
                                                                    技术要求

GB/T 25915.2-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2: 2000

国标委2011年
第2号公告，序
号255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1: Classification of air cleanliness 
洁净室与相关受控环境 ——第一部分   空气洁净度等级

GB/T 25915.1-2010
等同采用 ISO 14644-1:1999

批准公告标准国标号（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国家标准体系（等同采用国际标准）22



国标委综合 [2013] 56号文，

编号20130222-T-469，序号124
等同采用ISO 14644-9：2012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Classification of surface cleanliness by particle concentration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九部分   按粒子浓度划分表面洁净度等级

国标委综合 [2013] 56号文，

编号20130223-T-469，序号125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test technology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检测技术分析与应用

国标委 [2012] 50号文

编号20120349-T-469，序号211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echnical guidelines of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control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静电控制技术指南

国标委综合 [2013] 56号文，

编号20130224-T-469，序号126

国标委 [2012] 50号文

编号20120348-T-469，序号210

国标委 [2010] 87号文

编号20100213-T-469，序号183

国标委 [2010] 87号文

编号20100212-T-469，序号182

国标委 [2010] 87号文

编号20100211-T-469，序号181

国标委 [2008] 11号文

编号20080574-T-469，序号455

国标委 [2007] 100号文

编号20075930-T-469，序号937

国标修改计划

—— The practices for medical cleanroom application
医用洁净室应用规范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he guideline of energy saving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节能技术指南

国标委2012年第42
号公告，序号157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echnical guides on wall panel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围护结构板材应用技术指南

GB/T 29468-2012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echnical guides on air filter application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空气过滤器应用技术指南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echnical guides on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control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空气分子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The cleanroom technology training guidelines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洁净室技术培训指南

国标委2012年第42
号公告，序号158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Evalu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rationality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性能及合理性评价

GB/T 29469-2012

批准公告标准
国标号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国家标准体系（技术指南系列）22



国标通用性洁净技术规范（国标）

已颁布
GB 50929-2013  洁净厂房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Code of acceptance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industrial 
cleanroom

已颁布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Code for design of cleanroom

状况目录

新编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国际标准

委员会草案（CD）

ISO 14644-12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2部分：按纳米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12: Classification of air cleanliness by nanoscal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新标准建议（NWIP）

ISO 14644-11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1部分：洁净室设备与材料适合性评估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11: Assessment of suitability of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for 

cleanroom

标准草案（DIS）

ISO 14644-10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0部分：按化学物浓度划分表面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10: Classification of Surface Cleanliness by chemical 

concentration

ISO/FDIS 14644-9.2 
2012-07-24 投票结束

ISO 14644-9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9部分：按粒子浓度划分表面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9: Classification of surface cleanliness by particle 

concentration

ISO/FDIS 14644-8 
2013-01-08 投票结束

（替代原 ISO14644-8）

ISO 14644-8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8部分：按化学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8: Classification of 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工作进程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国际标准目录（修订与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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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技术相关国家标准

1、GB 50472-2008       Code for Design of Electronic Industry Cleanroom                                     《电子工厂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2、GB 50457-2008       Code for Desig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eanroom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3、GB 50073-2013       Code for Design of Cleanroom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4、GB 50929-2013       Code of Acceptance for Constructior Quality of Industrial Cleanroom       《洁净厂房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5、GB50710- 2011       Code for Desig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of Electronic Industry                 《电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6、GMP-2010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for Pharmaceuticals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版
7、GB/T 16292-2010    Test method for airborne particles in clean room (zon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粒子的测试方法
8、GB/T 16293-2010    Test method for airborne microbe in clean room (zon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浮游降菌的测试方法
9、GB/T 16294-2010    Test method for settling microbe in clean room (zon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沉降菌的测试方法
10、GB 19781-2005 /ISO 15190:2003   Medical Laboratories-Requirements for Safety               《医学实验室安全要求》 
11、GB 19489-2008      Laboratories-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iosafety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12、GB 14925-2001      Laboratory Animal-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Facilities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13、GB 50346-2008     Architectural and Technical Code for Biosafety Laboratories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14、GB 50447-2008     Architectural and Technical Code for Laboratory Animal Facility                《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 

15、GB 50333-2002     Architectural Technical Code for Hospital Clean Operating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16、GB 50591-2010     Code for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Cleanroom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17、GB 50687-2011     Architectural and technical code for cleanroom in food industry                   《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术规范》  

18、GB 50751-2012     Technical code for medical gases engineering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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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GMP-2010 

目前我国共有7346家药品生产企业，13500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可生产化学药品制剂60个剂型、4500余个品种；生产各类生物制品

300多种；生产47大类3000多种医疗器械产品。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第三大医药新兴市场。预计到2015年我国医药工

业总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其中化学制药工业产值将达1.5万亿元），年均增长将达20%。目前我国获得欧、美、日注册或通过cGMP认

证的企业有19家；通过WHO认证的和类制剂生产企业10多家。正在申请欧、美、日注册和等待 cGMP认证的企业约20家；将要申请欧、

美、日等注册或cGMP认证的企业逾50家。

为推动我国制药行业GMP的国际化进程，使我国药品进入世界主流市场，我国出台新版GMP-2010（2011年3月1日起实施，

并设置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我国新版GMP-2010采用了WHO和欧盟最新的A、B、C、D四级分级标准（GMP-2010附录1 无菌药品 

第三章 第八条~第十三条）；同时关注PIC/S-GMP的动态（其文本对我国药企在国外注册与认证有重大的影响）。2010年1月8日

PIC/S发布了针对PIC/S-GMP第一附件《无菌药品生产》2008年修订版中重点条文解释文件的新修订文本（2010年1月1日实施）。该

文本将现代制药质量管理的理念整合到GMP中，如ICHQ8、ICHQ9、ICHQ10；同时引入ISO 14644《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相应标准。

新版GMP-2010无菌药品生产环境要求采用了  WHO  和欧盟最新的  A、B、C、D  分级标准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for Pharmaceuticals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质量风险和生产全过程管理，最大限度地降

低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交叉污染以及混淆、差错等风险。确保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药品——安全、有

效、优质药品。

ICH Q8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药物开发
ICH Q9  Quality Risk Management  
              质量风险管理
ICH Q10   Pharmaceutical Quality System  
                 药物质量体系

ICH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国际人用药品注册和医药
技术协调会议，简称国际协调会。

PIC（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药品监测条约组织。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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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644-3：

● “已装过滤系统检漏”是确认过滤系统安装正确，使用过程中无渗漏发生。只在“空态”
     或“静态”下进行。

● 这项检漏滤材、过滤器边框、密封垫和支撑架在内的整个过滤系统；不要与过滤器

     出厂时的效率检测混为一谈。

● 通常采用气溶胶光度计扫描检漏：

     ∆  气溶胶采用DOP/DEH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由于安全原因现采用DOS 癸二酸二

        辛酯或DEHS 癸二酸二酯、PAO聚    烯油。

     ∆  气溶胶浓度10~100 mg/m3。浓度低于20 mg/m3检漏灵敏度欠佳；高于80 mg/m3

           长时间检测会过度污染过滤器。

     ∆  扫描速度为5 cm/s（使用3cm× 3cm正方形采样头时）。

     ∆  验收限值：当读数大于上风向气溶胶浓度的10-4（0.01 %），即认为存在渗漏
。

药厂要求洁净厂房高效过滤器“逐台原位检漏”。
GMP-2010条文中并无明确规定。

只是在GB/T 16292-2010《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
粒子的测试方法》中，“预先测试”要求进行HEPA的泄
漏测试。

ISO 14644-3

● 自净检测是测定设施清除空气悬浮粒子的能力。

● 仅对非单向流系统推荐采用，因为自净性能与受控区内循环风比例、送风与出风的

    几何位置、热条件和气流分布特性相关。

    ISO 8级和ISO 9级不推荐此项检测。检测应在设施处于空态或静态时进行。

● 自净性能由100:1自净时间（粒子浓度降低至0.01倍 初始浓度所需时间）或洁净度

    恢复率（粒子浓度随时间的变化速率）来表示。

● 生产操作全部结束、操作人员撤出现场并经       

    15~20分钟（指导值）自净后，洁净区的悬浮粒子

    应当达到“静态”标准。 

● B级区：动态为ISO 7级自净后，静态要达到ISO 

    5级。设计时按ISO 6级（换气次数60次/时左右）

    设计。

ISO 14644-2：

● 设施的监测一般在动态下进行。

● 证明持续符合粒子浓度限值的检测周期：≤ISO 5级，6个月；≥ISO5级，12个月；

    风量、风速、压差最长检测时间间隔为12个月；

    过滤器使用检测、气流可视检查、自净、隔离检测最长周期为24个月。

● 洁净区的设计必须符合相应的洁净度要求，包括

    达到“静态”和“动态”的标准。

● 对洁净区的悬浮粒子进行动态监测。

ISO 14644-1：
● 关注粒径（最大粒子）最大浓度限值时，每个采样点要采集到足以检 
    测出不少于20颗粒子的空气量。采样点一次最少采样量：
                             ，升 （Cn,m为相关等级最大关注粒径时浓度限值个/m3）。

● 采样点数量2~9个时，以各点的平均浓度计算总平均值、标准差和95%置信上限。

测试方法参照ISO 14644-1
● A级洁净区每个采样点的采样量不得少于1 m3。
● 最少采样点数：洁净室面积开方（修正为整数）
    GB/T 16292-201《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粒
    子检测方法》中，最小采样点数推荐表应用时“操
    作性” 差（应按统计学的要求）。

ISO 14644-1技术概念：
关注粒径 considerd；最大浓度限值 maximun concentration limit；
占用状态（空态as-built、静态at-rest、动态operational）。

生产区的洁净区分为A、B、C、D 4个级别，各个区域
洁净度采纳国际标准ISO 14644-1，明确占用状态下不
同关注粒径时的最大浓度限值。

ISO 14644系列相关条文新版GMP-2010 “技术升级”

新版GMP-2010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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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5915.4-2010 / ISO 14644-4:2001“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第4部分：设计、建造和启动”。

附录C  设施的验收

ISO 14644对GMP的描述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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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2010 第一百四十条：

设计确认（design qualification, D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设计符合预定用途和GMP要求。

安装确认（installation qualification, I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建造和安装符合设计标准。

运行确认（operational qualification, O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运行符合设计标准。

性能确认（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 P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在正常操作方法和工艺条件下能够持续符合标准。

技术定义与缩写语

确认Qualification ：证明厂房、设施、设备能正确运行并可达到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GMP-2010第312条）。

                               证明任何厂房、系统及设备能够正确运行并确实导致预期结果的活动（WHO-GMP）。

认证 Certification： 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标准
的合

                               格评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可 Accreditation：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
格，

                                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验证Validation：证明任何操作规程（或方法）、生产工艺或系统能达到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GMP-2010第312条）。

                           按照GMP的主要原则证明任何规程、工艺、设备、物料或系统确实能导致预期结果的活动
（WHO-GMP） 。

        空态   as-built     设施已建成并“运行”，但没有生产设备、材料和人员的状态。

        静态   at-rest      设施已建成，生产设备已安装好并按供需双方议定条件“运行”，但没有人员的状态。

        动态  operational  设施按规定方式“运行”，其内有规定数量的人员，按议定方式工作的状态。  

      同一个洁净度要求，洁净室处于不同的占有状态，其污染的程度不同：动态高于静态，静态高于空态。

占有状态 Vocabulary（ISO 14644）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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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控制范围拓宽、过程复杂

目前新闻热点：2012年冬季北京地区雾霾、 2013年上海及周边地区H7N9禽流感其技术归类：空气悬浮粒子污染APC、

                         空气分子污染AMC（化学污染）、生物污染BCC。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污染、制定污染控
制措施。

                         其技术概念既有相似之处，亦有差异。

污染：有限时空里，出现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和物理的（静电、微振、电磁波、噪声、辐射……等）及生物

           的危险因素，对产品、人和环境造成危害。

洁净技术是技术手段，污染控制才是目的。

Airborne Particle Contamination  空气悬浮粒子污染

■  关注粒径（Considered Particle Size）： 0.1 µm； 0.2 µm； 0.3 µm； 0.5 µm；1 µm；5 µm。
     0.1 µm~ 0.2 µm   12英寸芯片厂受控环境关注的粒径。

     0.2 µm~ 0.3 µm   为空气过滤器最宜穿透粒径 MPPS（Most penetrating particulate size）。

     0.5 µm~ 5 µm      与细菌的粒径相近（GMP-2010，洁净区悬浮粒子的关注粒径为：0.5 µm；5 µm）。

■  最大允许浓度限值（Maximun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Limit）

      ● 国际上取得共识的“技术定义”是，ISO 5级——≥ 0.5 µm 的粒子最大浓度限值为 3520个/m3。

         空气中的悬浮粒子为分散系，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计量时引入统计学概率：

         95%置信上限（UCL, Upper confidence Limit）。

     ● 国内一些国家规范关于洁净度的分级表述不确切，定为区间值：

         ISO 5级——≥ 0.5 µm 的尘粒数为>350粒/m3 到≤3500粒/m3 。造成技术概念上的“混乱”。

■  ISO 洁净度等级分为9个级别。ISO 1级（≥0.1 µm，10粒/m3）尚无工程应用；ISO 9级（≥0.5 µm，
    3520万粒/m3 ）工程中很少应用，GMP-98版中曾使用30万级（≥0.5 µm，1050万粒/m3 ）。

    ISO 5级（≥0.5 µm，粒子最大浓度限值3520粒/m3）相当于美联邦标准FS 209百级（≥0.5 µm，粒子  

    最大浓度限值3530粒/m3，或100粒/ft3）。

 

APC

APC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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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虹 NEC

15年前华虹-NEC芯片厂，最高级别洁净度  美联邦标准FS-209 1级

粒径≥0.5 µm，空气中悬浮粒子的最大浓度限值为1个/立方英尺。

最大浓度限值maximun concentration limit，并非区间值！

华虹NEC（8 “ ，0.18 µm ）

中心区

1级、10级、百级 4000平方米

千级、万级 6000平方米

       周边区

10万级   20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
              100亿人民币）

8"芯片线宽0.15μm 烟灰0.5μm

         造价
6000万美元

（5万人民币/每平方
米）

12000平方米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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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 AMC, Airbom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空气分子污染

以气态或蒸气态存在于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可危害产品、工艺、设备的分子（化学的，非颗粒）物质。

■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中AMC污染源

    （1）室外环境的空气污染物：SOx、VOCs、O3、NH3、H2S、HCl ……等；

    （2）作业人员携带、散发：汗水（NH3）、PVC手套、香水、发胶……等；

    （3）生产过程使用的化学物料和介质：光刻胶、清洗剂、显影剂、去光阻剂、特种气体（泄漏） ……等；

    （4）洁净室用材的释放气体（涂料、密封胶、塑料物质……等）以及机台泄漏与维修。

■  AMC分类（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学会SEMI，Semiconductor Equipment & Materials Insitute标准：SEIM Standard 

                        F21-95，1966）

    （1）酸性物质Acids：HF氢氟酸、HCl盐酸、H3PO4磷酸、H2SO4硫酸、HNO3硝酸、HBr氢溴酸；

    （2）碱性物质Bases：AMINE胺、NH3氨、NMP N-甲基吡咯烷酮（溶剂）、HMDS六甲基二硅胺烷（偶联剂）；

    （3）凝聚物质Condesables：DOP邻苯二甲酸二辛脂（增塑剂）、DBP二丁脂（增塑剂、合成橡胶软化剂、

                                                    DEP邻苯二甲酸二乙脂（增塑剂）、iloxanes硅氧烷（有机硅）；

    （4）掺杂物质（Dopants）：B2H6乙硼烷（掺杂气）、BF3三氟化硼（掺杂气）、ASH3砷烷（掺杂气）、

                                                   TCEP磷酸三氯乙酯（阻燃增塑剂）、TEP磷酸三乙脂（溶剂）、

                                                   TPP磷酸三苯脂（抗静电、增韧、阻燃）；

    （5）未分类：H2O2双氧水、O3臭氧、IPA异丙醇（溶剂）、Acetone丙酮。

■  浓度、粒径、特性

      ● AMC的浓度控制值为ppb（part per billion）~ppt（part per trillion）即10-9~10-12；

     ● ISO 5级洁净室其有机AMC浓度为100 µg/m3，悬浮粒子质量浓度仅为20 ng/m3，其质量浓度比值为5000 : 1；

      ● AMC污染物浓度与洁净室洁净度等级无关，ISO 1级有机污染浓度可能比ISO 5级还大；

      ● AMC的颗粒度< 0.01 µm，通常在0.2 nm~5 nm，工程应用中仅测量AMC的质量浓度；

     ● AMC完全可以穿透常规的高效过滤器HEPA和超高效过滤器ULPA。不能使用粒子计数器检测。

AMC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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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10-12-12

10-210-510-11-11

10-110-410-10-10

10010-310-9-9

10110-210-8-8

10210-110-7-7

10310010-6-6

10410110-5-5

10510210-4-4

10610310-3-3

10710410-2-2

10810510-1-1

10910610-00

Concentration
浓度 ng/m3

Concentration
浓度µg/m3

Concentration
浓度 g/m3

ISO-ACC lass
分级

空气化学污染分级表（ISO-ACC等级）空气化学污染分级与浓度函数图

X1  airborne concentration 空气浓度值 (g/m3)
X2  airborne concentration 空气浓度值 (µg/m3)
X3  airborne concentration 空气浓度值 (ng/m3)
Y   ISO-ACC class             空气化学污染分级 
ppm, part per million  10-6    ppb, part per billion  10-9    ppt, part per trillion 10-12

ISO / FDIS 14644-8（ISO/TC 209 2013-01-08投票结束）

空气分子污染 ISO-AMC的描述符：   ISO-ACC N（X）

N——分级，是浓度Cx的常用对数值，0 ~ -12限定范围

            Cx单位为 g/m3            N = log [Cx]
X——污染物类别，酸（ac）、碱（ba）、可凝聚物（ca）、有机物（or）。

例：“ISO-ACC-6（NH3）”表示空气中氨的浓度 10-6 g/m3

        “ISO-ACC-4（or ）”表示空气中总有机物浓度 10-4 g/m3

        “ISO-ACC-7.5（cd）”表示空气中总可凝聚物浓度5·10-8 g/m3

AMCAMC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第8部分：按化学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最终草案）                                
Cleanroom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Part 8: Classification of air cleanliness by chemical concentration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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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最高浓度  0.4740×10-7   （47.4 ppb）

0.5500×10-7

0.5200×10-7

0.4600×10-7

0.4400×10-7

0.4000×10-7

0.3600×10-7

0.3200×10-7

0.2600×10-7

0.2400×10-7

0.2000×10-7

0.1600×10-7

0.1200×10-7

0.4000×10-8

0.0002×10-15 

局部最低浓度  0.7900×10-12 （0.79 ppt）

某洁净室污染物扩散后的浓度分布图

AMC控制AMC控制44



FFU 需要更高的压头

FFU全压300 Pa分配：

HEPA       100 Pa

流道           40 Pa

化学滤网   20 Pa~40 Pa

                （雾霾）

高架地板   40 Pa

DC盘管      40 Pa

机外余压    40 Pa~80 
Pa

SMIF  标准机械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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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 加化学过滤器  （加改性氧化铝）

 研制小组部分成员样机前留影     多能MAU样机外形（ 10万米3/时）               化学过滤器功能段 

FFU+化学滤网

PU, polyurethone
网（聚氨酯材料）

PU网选型：                   
孔分布均匀 ”丝径

“大小适中

网孔过大，去除效率
偏低；网孔过小，阻
力太大，并影响吸附
剂对”丝径“的附着力

附着球形活性炭BAC石油
沥青材料Bead-shaped 
Activated Carbon

按客户要求或IC，常规
AMC控制要求进行针对性

特殊加工

成型

入库（成品区）

通过特殊工艺加        
工成滤芯滤网。           
性能测试达标

球状BAC烘干                        
去除残留水分                      

（温度要适度）

化学滤网 
PU + BAC

压损 40 Pa

无二次污染

化学污染控制化学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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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引发科技创新

1000米至3000米

几十米至200米

厚度

小于10公里       
大气棕色云

1千米以内

能见度

连绵不断

示踪污染物
PM2.5

区间

感观

霾与周围环境边界不明显
黄、棕、

偏黄、灰
﹤90%

有机物、硫酸盐、

硝酸盐、氨盐、尘埃
霾

边界很清晰，过了雾区可能就是晴空乳白色、青白色﹥90%水汽、冰晶雾

边界颜色相对湿度成分

PM：particulate matter  颗粒物，2.5：空气动力学等效粒径 ﹤2.5 μm（1 m=106 μm ），浓度值：质量浓度μg/m3（1 kg = 109 μg）

技术指标

2016年实施75 μg/m335 μg/m3中国

2010-01-01发布

2015-01-01强制标准

无25 μg/m3欧盟

2009-09-09发布35 μg/m315 μg/m3日本

2006-12生效35 μg/m315 μg/m3美国

2003年（非强制）25 μg/m38 μg/m3澳大利亚

2005年颁布25 μg/m3

75 μg/m3

50 μg/m3

37.5 μg/m3

10 μg/m3

35 μg/m3

25 μg/m3

15 μg/m3

WHO  准则值

            过渡期目标值-1
            过渡期目标值-2
            过渡期目标值-3

备注
24小时

平均值
年平均值国家与组织

雾霾雾霾

台湾《室内空气质量标准》2012年11月23日实施

室内PM2.5质量浓度﹤35μg/m3 （24小时均值）。

301~500有毒害

201~300非常不健康

151~200不健康

101~150敏感人员不宜

51~100中等

500550.4500

350350.4400

250250.4300

150150.4200

11565.4150

7540.4100

3515.450
0~50良好

000

质量水平
中国浓度

限值
美国浓度

限值
空气质
量指数

中国、美国检测方法有差异

上海办公楼室内颗粒物（PM 2.5）影响因素及控制研究：

G4+F7可以满足要求（去除空气中悬浮粒子）。

技术概念 （PM 2.5雾霾与雾）44



AMCAMC

■  193 nm制程、 12“ 晶圆厂证实AMC的严重性

    193 nm制程是指光刻技术的光源波长为193 nm，光学光刻的极限分辨率可以达到光源波长的1/2，即为0.1 µm。

    在此波段上光波频率极易被微量的挥发性碳氢化合物所吸收，减少激光穿越强度。 SO2 / NO2 与O3生成硫酸盐、

    硝酸盐沉积于光刻机镜片表面，造成镜片雾化。光刻胶对NH3、NMP较为敏感，易在晶圆片上形成“T-top”现象。

■  AMC与雾霾
AMC与大气雾霾比对

既有APC又有AMC。细
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

（Nox， SO2、 VOCs、 
NH3 ）存在复杂的相互
转化。

35 µg/m3（年均）

75 µg/m3

（24小时均值）

北京冬季高污染天气：
700 µg/m3~800 µg/m3

烟尘Nox、SO2、
CO、CO2、NH3、
VOCs、水蒸汽

微米级

PM 2.5
（2.5 µm ）

人的

健康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冬季采暖）  *

机动车尾气

（硫化物、NOx、VOCs ……）

工业烟尘

（电厂、钢厂、水泥厂）

垃圾处理、麦秸焚烧

大气

雾霾

服务于IC产品，控制要
求，根据制程水平。

使用化学过滤器、化学
滤网。

ppb~ppt

酸性物质、

碱性物质、

有机化合物、

掺杂物质、

其它：H2O2、O3、
溶剂。

纳米级

0.2 nm~5nm
产品

质量

室外新风、室内释气

人员携带、制程用料
AMC

特性控制值主要成分颗粒度危害污染源污染

注：* 北京有机动车500万辆。河北省2012年钢铁产量2.7亿吨，相当于欧盟国家的产量（德国只有5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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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分子污染AMC，Airborne Molecular Contamination 

污染物颗粒度< 0.01 µm ，通常在0.2 nm~5 nm以蒸汽或

气态状态存在，可以穿透常规HEPA和ULPA。

●  年平均限值35 µg/m3，10%新风，气态污染物30%

      35 µg/m3×10% ×30%≈ 1 µg/m3

        满足线宽0.01 µm  IC AMC要求。

●  24小时平均限制75 µg/m3，10%新风，气态污染物30%

      75 µg/m3×10% ×30%=3.25 µg/m3

      只能满足线宽0.13 µm  IC AMC要求。

●  2013年1月北京地区小时最大值高灰900 µg/m3，

     10%新风，气态污染物30%

     900 µg/m3×10% ×30%=27 µg/m3

       只能满足线宽0.25 µm  IC AMC要求。

卫星观察华北地区污染情况  
上午10:00~12:00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机电车）
1955年9月  受害3000人

2012年冬北京雾霾                   
（燃煤+机动车）受害2000人

伦敦烟雾（燃煤）1952年12月
死亡12000人

ITRS 对不同线宽制程污染物控制标准（1999年）[表1]

0.000.010.030.1金属（ppt）

0.301.03.010总碳氢化合物（ppb）

0.030.100.31离子化合物（µg/m3）

1.03.01030VOCs（µg/m3）

0.10 µm 0.13 µm 0.18µm 0.25 µm 

集成电路线宽
污染化合物类型

ITR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
国际半导体技术路线（组织）

     雾霾的成分复杂：有细颗粒物、气态污染物（NOx、 SO2、VOCs、 

     NH3）以及其复杂的相互转化。不同地区污染物的比例不相同，
与

     其来源有关：机动车、扬尘、燃煤、工业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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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颗粒物尺度图（1Å~1 cm）                                      病原体相
对尺寸模型

美国供热、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ASHRAE

American Society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Inc.

斯坦福研究所绘制 [美]

■ 病毒尺寸 2 nm~50 nm       

  （美国Stanford颗粒尺度图）

■ 病毒尺寸 20 nm~ 300 nm  

                 （口蹄疫）（腮腺炎）

   （美国ASHRAE病原体模型图）

■ 病毒尺寸10nm~100 nm   

     IEST RP-CC023 

     “洁净室内的微生物”

■ 细菌尺寸  0.2 µm~50 µm 
   （IEST RP-CC023）

       

研究的对象是粒子 —— 有物理边界的微小物质  0.1 µm ~ 5 µm，                                     

                                               广义的粒子概念，包括生物因子

粒子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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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生存特点

微生物多指细菌和真菌，它具有以下特点：

存在范围广
在自然环境和人的生存空间里，微生物无所不在。 

104－7101－3104－6101－4104－10微生物量

地板（个/cm2） 人体皮肤（个/cm2） 空气（个/g） 水（个/g） 土壤（个/g） 

生长速度快 细菌在温度、湿度相宜的条件下会大量繁殖。一般每20~30分钟分裂一次。繁殖数量：Nt=2 gt

式中：Nt —— 繁殖小时后的细菌数，个；g —— 细菌每小时繁殖的代数，取2~3代/h； t —— 繁殖时间，h

按此式计算，理论上一个细菌一昼夜可繁殖为216～24个。 

生存能力强
细菌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体之一，至今已有35亿年历史。有些细菌不但能耐高温、严寒，还能抗拒宇
宙辐射和太阳紫外线的能力。有“地狱杆菌”之称的细菌居然在地下293米安然无恙。微生物的抗药性更是增
加了人类杀灭病原微生物的难度。以常见的金色葡萄球菌为例，如今它耐受青霉素的能力，比1943年发现
青霉素时增强了约1万倍。

即细菌内毒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它是一种极难对付的污染物。它能穿透一般过滤器，耐150℃以上
高温，且不易挥发。它随纯化水、注射用水混入药液，即使常规的湿热灭菌也不能把它杀死。一旦跟随药
品注入人体后可引发高烧、代谢紊乱、骨髓坏死，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危。

热源

微生物微生物

病毒
病毒粒子由核酸芯子和一个蛋白质外皮（衣壳）组成。病毒不能单独生活，缺乏完整的酶系统，一旦进入
寄主的活细胞内，利用其酶系统，就表现出自我复制等生命现象（繁殖、遗传和变异），病毒视为生物。
但是在活细胞外，病毒不表现出任何生物的特征，只是有物理边界的微小物质——粒子。

真菌                          霉菌                        细菌                      
埃博拉病毒

     禽流感病毒                  “非
典”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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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十年之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 ）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截至2003年6月26
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患者5327名，死亡349名，死亡率6%。

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自2003年7月13日美国发现最后一例疑似病例以来，没有新

发病例及疑似病例。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

近日已在多国出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类似SARS”病毒，大多数病例都出现在中东——约旦、卡搭尔、沙特和阿联酋。全球已确

诊34例，其中18人死亡，50%的致死率。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分离到一株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Like Cov），

进一步证实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源的源头。这项最新成果发表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科技报2013年10月31日）。

气溶胶 Aerosol 

大气气溶胶粒子大小多数为0.1µm~ 10µm 
首例禽流感病毒      Fist bird Flu virus 流感病毒  Flu virus

WHO甲型H1N1流感病毒 超级耐热微生物：高温极限下的生命 “非典”肺炎病毒   The SARS virus

BCCBCC
44



BCCBCC

44
解谜 “禽流感”

20世纪以来，流感病毒引发过四次大流行，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H1N1），造成

近4000万人死亡；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H3N2），造成了近百万人死亡；最近的一次

是2009年暴发的猪流感（pH1N1），共在208个国家得到确认，累计1.8万人死亡。曾肆虐美国，导致这个全球最发

达的国家进入紧急状态。H5N1病毒自2003年大暴发以来至今还没有平息。

H7N9 并不是新型禽流感病毒

近期发生在我国的禽流感病例，是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病毒。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不过H7N9型

禽流感病毒曾多次从禽类分离出来，并且已造成在禽类中的几次小规模流行。

由于缺乏研究资料，H7N9禽流感病毒对于人的致病能力迄今尚不清楚，但在本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中，

重症居多，且死亡率较高。

至2003年5月14日内地130人感染H7N9，死亡35人，康复57人（死亡率26%）。

H7N9 禽流感病毒不会大规模流行

由于现在已知自然界存在的H5和H7型禽流感病毒还未发现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的病例，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表

明H7N9病毒可在人际间传播，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H7N9禽流感病毒会较大规模流行。北京首例H7N9，从就诊

至确认仅用一天半，启动55家哨点实验室，以200万人份为单位储备达菲。

■

■

■



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control 生物污染控制BCC

生物污染 Biocontamination 是指活粒子对物件、装置、人员、表面、液体、气体或空气的污染。

生物污染控制包括：■  药品生产环境的受控——实施GMP认证，确保持续稳定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的药品，合格、

                                    安全、有效药品。最大限度地降低药品生产过程中污染、交叉污染以及混淆、差
错等风险。100%

                                            ■  医疗受控环境——舒适性、无菌、气味；控制手术后感染率。

                                            ■  生物安全环境受控体系——设计、设施、培训、操作、责任管理、认证、医学监
测、处置预案。
                    

                    生物污染控制要素：

■  动态监测菌落 CFU, Colony forming units。

■  常规空气过滤器HEPA/ULPA  无灭菌功能，

    有二次污染。

■  生物安全实验室三级“隔离屏障”：
    “媒介”与作业人员；实验室与周边环境；

    实验室与“群体”之间。

■  洁净技术的应用不能取代传统的灭菌、消毒措施。

≤100

≤50

≤5

< 1

沉降菌

(Ф90mm)

CFU/4小时

― 

― 

≤5

< 1

5指手套

CFU/手套

≤50

≤25

≤5

< 1

接触(Ф55mm)

CFU/碟

表面微生物

≤200

≤100

≤10 

< 1

浮游菌

CFU/m3

D级

C级

B级

A级

洁净度

级别

GMP-2010动态监测指标

洁净区微生物的最低要求

 GB 50687-2011《食品工业洁净厂房建筑技术规范》

5指手套

CFU/手套

接触皿

（ Ф55mm ）

不作规定

不作规定

5

＜2

不作规定

64

24

3.2

动态

CFU/4h

不作规定

300

100

10

动态

不作规定不作规定500Ⅳ级

不作规定4150Ⅲ级

不得有
霉菌斑

101.550Ⅱ级

20.25Ⅰ级

建筑

内表面

与食品

接触表面

静态
CFU/30min静态

表面微生物（动态）
空气沉降菌

（ φ90皿）

空气浮游菌

（CFU/m3）洁净用

房等级

BCCBCC

Ⅰ级  高污染风险的洁净操作区（不能最终灭菌条件下，食品易长菌、配制灌

         装速度慢、灌装容器为广口瓶、容器暴露数秒后密闭等状况）。

Ⅱ级 Ⅰ级 背景区，污染风险仅次于Ⅰ级 的涉及非最终灭菌食品的洁净操作区。

Ⅲ级   生产过程中重要程度较次的洁净操作区。

Ⅳ级   属于前置工序的一般清洁要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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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之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改善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主要是负压病房的建设。

国标委综合 [2012] 50号文，《医院负压隔离病房洁净环境控制要求》纳入2012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序号：212），

计划号：20120350-T-469，归口SAC/TC 319全国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加拿大人类和动物健康科学中心  （BSL-4核心区-250Pa，负压梯度50Pa）

加压呼吸空气

实验室送风

高效  
过滤器

缓冲      
走廊

双门  
高压釜

废物  
处理罐

生物  
安全柜

气密风阀

软管

高效过滤器

正压服

防渗隔离屏障

气密门

   压力服更衣间 淋浴间 外更衣室

生物特征
识别

生物特征
识别

化学淋浴

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

主控室-250 Pa，   Ｐ＝ 50 Pa





BCC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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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第9部分  按粒子浓度划分表面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9: Classification of surface cleanliness by particle concentration

ISO/FDIS 14644-9.2（ISO/TC 209   2013-07-24 投票结束）

SCP——surface cleanliness by particle 
concentration

表面污染控制目前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微机电系统MEMS, Micro-Electro-Mechanic System。

■ MEMS是微电路和微机械按功能要求在芯片上的集成，是指集微型传感器、执行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讯和电源

   于一体的微型机电系统，尺寸通常在毫米或微米级。

■ MEMS是一种先进的制造技术平台，采用了半导体技术中的光刻、腐蚀、薄膜等技术，同时融入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涉及微电子、

    材料、力学、化学、机械学众多学科领域，同时也扩大到微尺度下的力、电、光、磁、声、表面等物理学的各分支学科。

■ MEMS是自八十年代后期崛起、发展极其迅速，被认为是继微电子之后又一个对国民经济和军事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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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第12部分  按纳米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Cleanroom and associated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12: Classification of air cleanliness by nanoscal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ISO/CD 14644-12（ISO/TC 209/WG 10    2012-06-08）

按悬浮粒子浓度划分空气洁净度等级扩展到纳米尺度分级表a

293 0008 320 00035 200 000ddddddd9

29 300832 0003 520 000ddddddd8

293083 200352 000ddddddd7

293832035200102 000237 0001000 0004 230 000ddd6

f832352010 20023 700100 000423 00012 000 00050 800 000d5

f83 c3521020237010 00042 3001 200 000508 000145 000 000 g4

fe35 c102 b23710004230120 000 b508 00014 500 000 g3

fee10 c24 c10042312 00050 8001 450 000 g2

feeee10 ee12005080145000 g1

5 µm1 µm0.5 µm0.3 µm0.2 µm0.1 µm0.05 µm 
（50 nm）

0.01 µm 
（10 nm）

0.005 µm 
（5 nm）

0.001 µm 
（1 nm）

ISO 14644-1  粒径范围（APC）ISO 14644-12  粒径范围（NPC）

注：a）纳米粒子浓度分级表必须与ISO 14644-1分级表配合使用。      
        b）ISO-NPC 3级120 000个粒子是包括所有粒径≥ 10 nm 粒子的累计浓度。ISO-APC 3级35个粒子是关注粒径（considerd）
              ≥ 0.5 µm 时，空气中悬浮粒子的最大浓度限值（maximun concentration limit）。

        c）分级采样量要大，见ISO 14644-1序贯采样法。

        d）粒子浓度过高，限值不适用。

        e）由于采样和统计的局部性，该低浓度不适合于分级。

        f）由于在采样系统中可能的粒子损失，使得低浓度和> 1 µm的粒径不适合于分级。

        g）颁布时该粒径计数超出当前仪器测量范围，本栏供未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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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ステージ 廊下

廊下

危険物俓庫

回风竖井

Fab

Sub-Fab

上技术夹层有效高度2.5m

洁净室高度5.4m

层高5.3m

辅助设备间

支持区

大面积、大跨度、大空间、高洁净度洁净厂房
—— TFT-LCD, Thin Film Transistor Liguid Crystal Display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生产线

我国已建成TFT-LCD  5代、6代、8代生产线建设指标

41241台

24600台

~12000台

FFU用量

1200×1200mm

3.5/4.5/5.5级5.75 /5.85 m3 m6.5 /7.0 /7.3m~22万40100m2 

×2层340m×132m280亿
8.5代线

基板2200×2500mm

3.5/4.5/5.5级4.2/5 m3 m5.3/ 6.3m~8万36360m2287m×138m175亿
6代线

基板1500 ×1850mm

4/5级5.3 m2.5 m5.4m~4.4万28600m2275m×104m100亿
5代线

基板1100 ×1300mm

下技术夹层上技术夹层生产层洁净厂房
核心区

（最大）

ISO
洁净度

洁净厂房层高净化面积m2
洁净厂房尺寸

长×宽

投资

（人民币
）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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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TFT-LCD 5 代线 Thin Film Transistor Liguid Crystal Display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生产线

投资100亿人民币，洁净厂房104 m× 275 m=28600 m2，月产6万片，669万/年块17“ 屏。

循环风量近2000万m3/h（10400台FFU 900×1500 mm，1950 m3/h·台）。

工艺流程长、工件在厂房内传递大    断续、洁净厂房采用大体量、大跨度的布局。

 

G6 生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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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m3/h   13台 5500台 
模块 

15万m2 
3号

10.5万m3/h 33台 17900台 
成盒彩膜 
27.10万m2 

2号

11万m3/h  33台 17841台 
阵列厂房

26.36万m2 
1号

MAU 
79台 

FFU
41241台 

生产厂房

67.46万m2 

1360 RT

3300 RT

2700 RT

10台32/40℃ 14/21℃ 
中温离心冷水机

(热回收)

10台32/40℃ 14/21℃ 中温离心冷水机

6台32/40℃ 7/14℃ 低温离心冷水机

北京京东方8代TFT-LCD 生产线

1号阵列
340×190 m 

3号模块
260×135 m 

2号成盒、彩膜
306×177 m 

●  装设功率  36万kVA

●  总投资 280亿人民币

●  80台新风机组，4万台FFU

●  建筑面积70万m2 ，净化面积20万m2
●   以8代线项目为核心的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

    年产值可达1000亿元，提供2万个就业机会，

    每年缴税收可达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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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洁净室面积的采样点数量

注：（1）NL数值具有95%置信度，90%面积符合洁净度分级要求。

        （2）最少采样点数量NL比原有标准按均方根        确定的数值要多。例如10000 m2洁净室，原行最少采样点数

                  100点，新标准规定需270点。

A

1472

1264

1156

1368

1052

936

832

728

624

510

48

36

24

12

最少采样点数量NL

（点）

小于或等于洁净室面积A
（m2）

1576

按公式计算NL =27×（A/1000）> 1000

26636

25436

271000

24352

23276

22232

21192

20156

19148

18116

17108

16104

最少采样点数量NL

（点）

小于或等于洁净室面积A
（m2）

ISO 14644-1 修订稿动态动态



GMP-2010 第一百四十条：

设计确认（design qualification, D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设计符合预定用途和GMP要求。

安装确认（installation qualification, I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建造和安装符合设计标准。

运行确认（operational qualification, O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的运行符合设计标准。

性能确认（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 PQ）：应当证明厂房、设施、设备在正常操作方法和工艺条件下能够持续符合标准。

技术定义与缩写语

确认Qualification ：证明厂房、设施、设备能正确运行并可达到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GMP-2010第312条）。

                               证明任何厂房、系统及设备能够正确运行并确实导致预期结果的活动（WHO-GMP）。

认证 Certification： 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标准
的合

                               格评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可 Accreditation：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
格，

                                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验证Validation：证明任何操作规程（或方法）、生产工艺或系统能达到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GMP-2010第312条）。

                           按照GMP的主要原则证明任何规程、工艺、设备、物料或系统确实能导致预期结果的活动
（WHO-GMP） 。

        空态   as-built     设施已建成并“运行”，但没有生产设备、材料和人员的状态。

        静态   at-rest      设施已建成，生产设备已安装好并按供需双方议定条件“运行”，但没有人员的状态。

        动态  operational  设施按规定方式“运行”，其内有规定数量的人员，按议定方式工作的状态。  

      同一个洁净度要求，洁净室处于不同的占有状态，其污染的程度不同：动态高于静态，静态高于空态。

占有状态 Vocabulary（ISO 14644）

GMP



无菌操作区举例（人净系统、压差梯度、空气流向、环境分级）

所谓核心区，即在该区内，产品容器/包装或产品所接触的
表面有可能暴露并受到潜在的污染。

核心区为A级区，采用UFH（单向气流罩）系统。GMP-
2010 第九条  要求单向流系统工作区域均匀送风，风速为
0.36~0.54 m/s（指导值）。

药品GMP指南《厂房设施与设备》：UFH单向气流罩气流
速度0.45 m/s±20%，测量位置为过滤器正面下方15~30 cm 
处。

FDA《无菌实施指南》：单向流罩末端空气流速0.45 m/s± 
20%（数值来自FS 209E标准）。

ISO 14644-1附录B分级举例：《医药卫生产品》在工艺核
心区，无菌产品在粒子和微生物受控的洁净区内的无菌灌
装线上灌，动态空气洁净度ISO 5级（粒径≥0.5 μm ）单
向流洁净室平均风速（即置换风速）一般为0.2 m/s。

典型的核心区范围

● 灌装点
● 灭菌后的小瓶/盖子进入无菌操作的区域

● 产品容器在无菌操作区内打开的区域
● 任何与产品容器相连接的区域
● 灭菌后的容器/包装以及设备接触表面在无菌操作
    区的停留区域
● 采用热力灭菌的容器/包装和设备接触表面经过灭菌后在
    无菌操作区内的冷却无菌过滤器的连接、打开和组装容
    器/包装和设备接触表面清洗后等待灭菌以进入无菌操作
    区（该阶段必须确定时间限制）

● 灭菌后设备的组装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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