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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塑性溴化丁基橡胶（TPIIR）：本产品为大

量溴化丁基橡胶和少量聚丙烯，通过动态硫化反应技术制
备，具有优异弹性、密封性，可热塑性成型加工和回收循
环，用于医药密封包装安全、可靠的新型弹性体材料。 

• 应用：各种胶塞、组合盖、垫片制品。 

 



• 1.安全 
– 无毒：动态全硫化技术制备材料硫化体系反应完全，无硫、溴含

量低； 

– 不易落屑：材料的微观结构为塑料相包围微米级橡胶粒子的海-岛

结构，在胶塞表面形成保护膜，无需大量涂布硅油，阻止胶塞内
部成分迁移入药液和药品有效成分的吸附； 

– 满足洁净度、药物相容性、低萃取性和低浸出性等要求。 

产品优势： 



• USP（美国药典） Class Ⅵ测试 

– Systemic Injection 体内注射 

氯化钠注射液、棉籽油、乙醇和生理盐水
1/20体积配比溶液、聚乙二醇，121℃，1小
时抽提； 

四种抽提液按小白鼠分别体重及法规要求
的比例注射，观察三天，全部存活并无生
物反应。 

1.1已通过USP六级测试： 



• USP（美国药典） Class Ⅵ测试 

– Intracutaneous Test 皮试 

氯化钠注射液、棉籽油、乙醇和生理盐水
1/20体积配比溶液、聚乙二醇，121℃，1小
时抽提； 

四种抽提液对动物进行皮内注射，观察无
刺激反应 

1.1已通过USP六级测试： 



• USP（美国药典） Class Ⅵ测试 
– Intramuscular Implantation  

    肌肉植入 

材料植入兔子脊椎侧肌肉，观察七天，
无组织出血，坏死、变色等反应，健
康存活。 

1.1已通过USP六级测试： 



1.2生物性能符合YBB： 

生物性能 

Biological 

properties 

急性毒性        

Acute toxity 

符合         

Qualified 

热源         

Pyrogen 

符合         

Qualified 

溶血        

Hemolysis 

0.2%,符合         

Qualified 

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 

    经检测，生物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用卤化
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1.3化学性能符合YBB： 

    安徽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和安徽省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 

    经检测，化学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用卤化
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挥发性硫化物         Volatile sulfide/µg Na2S/20cm2≤50 

易氧化物   Easily oxidized substances/ml 0.4ml 

紫外吸收度       The UV absorbance 0.1 

    电导率  Electrical conductivity/µs·cm-1 3.5 μS/cm 

澄清度与颜色        Clarity and color 澄清无色 Colorless Transparent  

pH变化      Change of PH value 0.5 

重金属       Heavy Metal/mg·L-1 低于百万分之一  ≤1.0/mg·L-1 

   铵          Ammonium/mg·L-1 ≤2.0/mg·L-1 

锌            Zinc/mg·L-1 ≤3.0/mg·L-1 

不挥发物     Nonvolatile matter / mg 0.6 

灰分 Ash content 4% 

不溶性微粒 The number of insoluble particles 

直径大于10µm为26个/ml  Diameter≥10µm, 26/ml 

直径大于25µm为1个/ml  Diameter≥25µm, 1/ml 



1.3化学性能符合YBB： 

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2015年4月14日) 

    经检测，化学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用卤化
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鉴别（1） 应产生白色或黄色沉淀 淡黄色沉淀（溴化） 

鉴别（2） 红外光谱与对照光谱基本一致 符合要求 

灰分，% 遗留残渣不得超过45 2 

挥发性硫化物，μg Na2S/20cm2/,20cm2 ≤50 ＜50 

澄清度与颜色 
检验液应澄清无色。如果显示浑浊，与3

号浊度标准液比较，不得更浓。如显色，
与黄绿色5号标准液比较，不得更深 

检验液澄清无色 

pH变化 与空白液两者之差不得大于1.0 0.1 

紫外吸收度（220nm-260nm） ≤0.1 0.1 

不挥发物 ， mg 与空白液两者之差不得大于4.0 1.4 

易氧化物，ml 与空白液两者消耗滴定液之差不得大于3.0 0.4 

重金属，mg·L-1 不得超过百万分十一 小于百万分之一 

铵离子，% 小于等于0.00008 ＜0.00008 

锌离子 

检验液不应显色；如显色，与标准新溶液
3.0mL，加空白对照液7mL与2mol/L盐酸
1mL和亚铁氰化钾试液3滴对照比较不得

更深 

符合要求 

电导率，µS·cm-1 小于40.0 4.4 

不溶性微粒 
≥10μm少于30 

≥25μm少于3 

1-3 

0 



1.4针刺落屑符合YBB： 

  TPIIR胶塞针刺落屑性能远优于传统热固性丁基胶塞和普通TPE胶塞 

检测项目  

Item 

结果  

Result 

穿刺落屑  

Puncture fragment 
0 piece 

项目/胶塞样品 TPIRR胶塞 传统热固丁基胶塞 普通TPE胶塞 

样品数/只 10 10 10 

穿刺次数/次 40 40 40 

落屑数/个 1 13 7 

    经检测，针刺落屑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用卤化
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2015年4月14日) 



• 2.密封 
– 优异的隔绝水、空气性能； 

– 穿刺后对针的静态保持力出色； 

– 针拔出后针孔再密封完好。 

产品优势： 



2.1阻隔密封性能 

    安徽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和安徽省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 

自密封 

self-sealing 

无渗漏  

Leak-tightness 

与容器密封  

The sealing with container 

无渗漏  

Leak-tightness 

    经检测，TPIIR胶塞密封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
用卤化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2.1阻隔密封性能 

    较低的压缩永久变形，更加有利于药品贮存、运输的安全性。 

氧气透过率  cm3·cm/cm2·s·Pa 

Oxygen Transmission Rate  
9.341x10-15 

    优异的气体阻隔性能，氧气透过率与用于真空采血管的热固型溴化丁基
橡胶相当。 

压缩永久变形/25℃ 72h 

compression set  
20% 

压缩永久变形/70℃ 72h 

compression set  
30% 



2.1阻隔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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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IIR组合盖 

热固性三组合盖 

普通TPE组合盖 

       不同药品水蒸汽透过量/ g·m-2比较，TPIIR胶塞比传统热固性丁基胶塞和普
通TPE胶塞对几种测试药品的阻隔密封性能更优。 

*以上数据为加速第6个月试验结果 



2.2穿刺力 

    安徽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和安徽省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 

穿刺力 

Puncture force/N 
3.2～4.0 

    经检测，TPIIR胶塞穿刺力性能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注射液
用卤化丁基胶塞的标准（YBB00042005）的要求。 

穿刺力 

Puncture force/N 
16-18 

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检测中心(2015年4月14日) 



2.3穿刺保持力 

    静态保持力：用符合一次性使用输液标准的塑料

穿刺器向胶塞标记部位垂直刺穿，倒挂容器，穿刺器悬
挂0.3kg重物，穿刺器保持4小时不被拔出，且穿刺部位
无泄漏，符合国标要求。 

    动态保持力：穿刺器以规定速度200±20mm/min

拔出穿刺器与胶塞的分离力符合国家标准，TPIIR胶塞
优于传统热固性胶塞，远远优于普通TPE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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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穿刺器 金属穿刺器 

TPIIR组合盖 

热固性三组合盖 

普通TPE组合盖 



• 3.易加工 
– 只需一台注塑机即可成型加工； 

– 双注塑工艺轻易实现各种组合盖的成型； 

– 与硫化橡胶相比工艺简化，生产效率提高10倍，实现无废边生
产，节省15%边角料，节能75%，综合成本比降低10%以上，设
备厂房投资规模更小； 

– 小洁净室操作，生产过程更加清洁，产品洁净程度更高。 

产品优势： 



基本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              Item 数值 Value 

邵A硬度       Shore A hardness/3s 35~55 

拉伸强度       Tensile strength/MPa > 4.7 

断裂伸长率      Elongation at break/% 500 

熔融指数 MFR(melt flow rate)/g·10min-1,5Kg,230℃ 1~4 

溴含量            Bromine/mol% 0.438 

挥发物      Volatile substance/wt% 0.18 

灰分          Ash content /wt% 0.28 

非污染型防老剂   Antiager(Non polluting)/wt% 0.05 



• 取得FDA（美国联邦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DMF（药物主

控文档）备案编号TYPE 
III No.28207 

 

 

 
 

资质认证 

• USP（美国药典） Class Ⅵ   
认证 



技术鉴定 

• 3月7日，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 鉴定委员会：蹇锡高 院士、赵连城 院士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