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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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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抗菌处理工艺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玻璃抗菌处理工艺的场所、设备、人员、原材料、生产工艺、安全性卫生、环保和保

洁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离子交换工艺的抗菌玻璃的生产与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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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  建筑玻璃半球辐射率测试仪 

GB 480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5009.1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T 6582  玻璃  玻璃颗粒在98 ℃时的耐水性试验方法和分级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1614  平板玻璃 

GB 26453  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GB 3160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ISO 4531—2018  釉瓷和搪瓷  从与食品接触的搪瓷制品中释放  试验方法和限值（Vitreous and 

porcelain enamels—Release from enamelled 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food—Methods of test 

and limits） 

JIS Z2801— 2010/Amd 1—2012 抗菌加工产品—抗菌性试验方法、抗菌效果（修正 1） 

（Antibacterial products.Test for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efficacy (Amendment 1)）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抗菌玻璃 antimicrobial glass  

在玻璃原片的基础上，进行抗菌技术处理，使得玻璃原片具有抑制细菌生长效果，且使用寿命持久

的一种功能性玻璃。 

注：玻璃原片指符合GB 11614要求的平板玻璃。 

3.2  

抗菌  antibacterial 

抑菌和杀菌作用的统称。 

[来源：JC/T 1054—2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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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所、设备和人员要求 

4.1 抗菌玻璃生产场所应具备满足产品要求的设备，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应具备必要的量具和检测

设备，按规定定期进行计量检定，并取得合格证书。 

4.2 抗菌玻璃的生产场所应满足制作加工的需要，应有确保操作人员安全的措施，环境应保持清洁。 

4.3 从事抗菌玻璃生产的作业人员，应经培训并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 

4.4 抗菌玻璃生产应具备工艺操作规程或作业指导书。 

5 原材料要求 

5.1 抗菌玻璃用主要原材料包括玻璃原片、抗菌熔盐等，各种原材料的质量均应符合相应产品的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以及生产工艺要求。原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进口材料应有相关证明。 

5.2 原材料在运输、贮存和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变质和污染。宜分类存放在专用库

房内，库房应满足材料的贮存环境要求。库房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按要求配置消防设施。 

5.3 原材料使用前应检査外观、有效期等，并对可能的危害性进行评估，在确定适用、无危害后才可

使用。 

6 生产工艺 

6.1 生产流程图 

抗菌玻璃生产流程应符合图 1的要求。 

上片 前清洗 抗菌 退火 检测钢化 后清洗准备
 

图1  生产流程图 

6.2 准备 

6.2.1 操作人员应按工序穿戴好必要的劳保用品，如手套、护腕、防护眼镜、耳塞、劳保鞋等。 

6.2.2 生产前，生产部门应先召开产前会议，通报每天加工产品的相关要求。 

6.2.3 生产前应按生产计划设计配方、按生产公式正确计算混合料配比并准备原料重量配比清单、根

据清单准备物料。 

6.2.4 认真阅读并理解作用指导、计划和工艺要求。 

6.2.5 做好设备的点检、日常保养，并填写相关记录。 

6.2.6 清点玻璃原片的数量并检查玻璃原片的质量。 

6.2.7 准备相应的辅助材料及检验工具。 

6.2.8 做好交接班记录。 

6.3 上片 

上片时应对玻璃原片的外观质量、尺寸、厚度、朝向、放片位置等进行检查。 

6.4 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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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玻璃清洗时宜采用经过净化处理的水源； 

b) 最后一道清水洗应使用去纯水并使用超声波清洗，清洗水温（45～65） ℃； 

c) 玻璃清洗机的干燥风宜经过滤处理； 

d) 经洗涤后的玻璃表面不允许产生可见污染、水渍或水残留； 

e) 根据需清洗的玻璃厚度调节辊筒的传动速度、间距，清洗宜采用温水，水温（35～40） ℃，

并定期清洗水箱，保持清洁； 

f) 定期清理循环水箱、干燥风道，废水排放符合标准要求。 

6.5 钢化 

6.5.1 根据玻璃原片厚度、玻璃材质和玻璃应用场景等不同，对玻璃进行不钢化、半钢化和钢化处理。

钢化方法可根据玻璃原片特性选择物理钢化或化学钢化。 

6.5.2 物理钢化的方法： 

a) 根据玻璃品种、厚度、尺寸规格等设置钢化炉工艺参数，如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弯曲半径、

风栅间距、钢化风栅风压、钢化吹风时间及冷却吹风时间等； 

b) 将玻璃放在钢化设备中加热； 

c) 将加热后的玻璃先进行骤冷，然后再进行常规冷却； 

d) 玻璃钢化后不应再进行切割、磨边、喷砂、钻孔等加工操作； 

e) 严格按照工艺参数进行钢化炉操作，并随时检查设备和玻璃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处理； 

f) 清理加热室、更换加热元件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并在设备完全停止后进行，内部维修应有温度

限制。更换调整模具应确保设备模具工位停止运行，并挂警示牌。 

6.5.3 化学钢化的方法： 

a) 含有碱金属离子的硅酸盐玻璃采用化学钢化方法，根据玻璃品种、厚度、尺寸规格等条件调配

钢化熔盐，后放入钢化炉或熔制炉内，进行升温熔化，待成熔融态后备用； 

b) 玻璃材料放置预热炉内保温，其预热后将玻璃置入熔融态抗菌熔盐中进行离子交换； 

c) 上片时应确认玻璃方向、放片位置，以保护钢化炉辊道和保证钢化玻璃质量； 

d) 根据玻璃品种、厚度、尺寸规格等设置钢化炉工艺参数，如加热温度、加热时间等； 

e) 玻璃钢化后不应再进行切割、磨边、喷砂、钻孔等加工操作； 

f) 严格按照工艺参数进行钢化炉操作，并随时检查设备和玻璃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处理； 

g) 清理加热室、更换加热元件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并在设备完全停止后进行，内部维修应有温度

限制。更换调整模具应确保设备模具工位停止运行，并挂警示牌。 

6.6 抗菌 

离子交换抗菌工艺： 

a) 根据玻璃原片品种、厚度、尺寸规格等条件调配抗菌熔盐，设定抗菌炉升温曲线，并根据作业

指导书和工艺要求，确定搅拌方式和搅拌时间； 

b) 将调配好的抗菌熔盐移至抗菌炉或熔制炉内，确定融合温度和融合时间，进行升温熔化，观察

与记录抗菌熔盐状态，待融化均匀后备用； 

c) 玻璃原片材料放置预热炉内保温，其预热后将玻璃原片置入熔融态抗菌熔盐中进行抗菌离子

交换； 

d) 根据玻璃原片品种、厚度、尺寸规格等设置抗菌时间、抗菌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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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照工艺参数进行抗菌炉操作，并随时检查设备和玻璃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处理，注意

高温，防止人员造成烫伤； 

f) 清理加热室、更换加热元件应由专业人员负责，并在设备完全停止后进行，内部维修应有温度

限制。更换调整模具应确保设备模具工位停止运行，并挂警示牌。 

注： 离子交换抗菌工艺需根据玻璃材料特性要求可分步单次进行或者同时进行。 

6.7 退火 

6.7.1 结束抗菌处理后，将玻璃从抗菌炉移至退火炉，根据抗菌玻璃品种、厚度、尺寸，确定退火时间

和退火温度，持续（30±5）min冷却至室温。 

6.7.2 待退火炉放下抗菌玻璃自动回到原点位置且开门后，保持退火炉一边门常开，往进料口吹风，

保证退火炉温度在 100 ℃以下。 

6.8 后清洗 

后清洗操作包括： 

a) 开启电源，确认抗菌玻璃清洗参数，并将参数记录于工艺参数记录表、清洗生产记录表； 

b) 将抗菌玻璃插入清洗篮具上，完成后将清洗篮具放入清洗框； 

c) 将清洗框放入清洗机入料口，设备感应后自动清洗，清洗后产品无目视可见的脏污； 

d) 清洗完成后取出清洗框，将清洗篮具取出放入干净区域； 

e) 定时更换清洗耗材，并做好记录。 

6.9 检测 

6.9.1 外观 

外观中如刮伤、崩边等符合相应规格。 

6.9.2 颜色 

应符合 b
*＜0.5 的要求。 

注：b
*
为一种由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定义于L

*
a
*
b
*
颜色空间中的光学参数，L

*
a
*
b
*
颜色空间包括在三维实数空间中的

所有可感颜色，沿着b
*
轴以-128至+128的范围表示蓝/黄相对色，其中以蓝色为负b

*
值、而黄色为正b

*
值。 

6.9.3 尺寸偏差 

应符合 GB 11614的规定。 

6.9.4 透过率 

按照 GB/T 2680规定方法进行测定，在波长(400～800) nm范围内应不小于 90%。 

6.9.5 抗菌性能要求 

按照 JIS Z2801—2010/Amd 1—2012规定的方法测定抗菌活性值。 

注：抗菌活性值指抗菌玻璃产品和普通玻璃产品进行细菌接种培养后的活菌数对数值的差值。 

6.9.6 耐磨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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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摩擦试验机，采用 50 mm*50 mm方形磨头、0000#钢丝绒，1 KG 负重、50 mm 行程、往复摩擦

2000次后，仍符合 6.9.5的要求。 

6.9.7 抗持久性测试 

在老化试验箱，采用氙弧灯，以 24 h为 1个循环，照射 8 h，停灯 16 h，按此测试方法重复测试

3个循环，对样品进行抗菌持久性能检测，仍符合 6.9.5的要求。 

6.9.8 耐水性测试 

按照 GB/T 6582规定的方法测试，仍符合 6.9.5的要求的要求。 

7 安全性卫生要求 

7.1.1 抗菌玻璃的抗菌物质应为非溶出性或微溶出性，按 GB 5009.156和 GB 31604.1 进行检测，宜符

合 ISO 4531—2018的规定。 

7.1.2 抗菌玻璃对人体健康不应产生损害作用，对人体皮肤无刺激性和致敏作用。动物皮肤刺激试验

结果应为无刺激性，动物皮肤变态反应试验结果应为阴性。 

7.1.3 抗菌玻璃应无致畸、致突变、致癌作用物质释放。 

7.1.4 用于食品接触用抗菌玻璃制品应符合 GB 4806.5的规定。 

8 环保要求 

8.1.1 抗菌玻璃生产工艺应配备相应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处理等环保设备。 

8.1.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9078和 GB 26453的规定。 

8.1.3 噪声超过 85 dB（A）的设备应采取隔音措施，应设置噪声危害及防护标识。 

9 保洁要求 

9.1 小面积抗菌玻璃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应保持玻璃表面的洁净，应定期用柔软洁净的布轻轻擦拭玻璃

表面。 

9.2 大面积抗菌玻璃产品保洁应符合图 2的要求，步骤包括： 

a) 准备：准备毛刷、刮条、伸缩杆、水桶、抹布、玻璃铲等，毛刷洗净，确保无脏物、沙尘、砂

砾，避免划伤抗菌玻璃； 

b) 去垢：用刀片轻轻铲除玻璃或镜面和边缘上的污垢； 

c) 稀释：戴上橡胶手套，将玻璃清洁剂按 1:10加清水，混合均匀； 

d) 刮洗：将毛刷浸入清洁溶液，拧干多余水分，保证在清洗时没有大量的水流下。用适当力量在

玻璃表面顶端从上到下擦抹，用刮条刮去玻璃上的水，一洗一刮连贯进行，刮到玻璃的底部时

刮条横向移动； 

e) 抹干：用无绒干布抹去玻璃表面和框架上的水印和水珠。用力要轻，避免留下抹痕和水印。 

准备 去垢 稀释 刮洗 抹干
 

图2  保洁流程图 



DB35/T XXX—XXXX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