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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孔径连接件现状

有大量关于导致病人严重伤害和死亡的错误连接的报道

•有报道称，在冠心病监护治疗病房里，一个
病人使用的医疗器械上有40个鲁尔连接件之
多，如图1（http://www.ivteam.com/iv-m
isconnection-research/）所示。当它们彼
此距离较近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意外的错
误连接。有些错误连接会对病人造成严重的
伤害甚至死亡。比如，向血液循环系统内注
入了空气、肠营养液，向硬膜外注入了抗肿
瘤药物；
•有些错误连接虽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会
影响预期的治疗，比如，向肠胃内输入了非
肠胃药物。
——ISO 80369-1的引言



一、小孔径连接件现状

有大量关于导致病人严重伤害和死亡的错误连接的报道

错误连接举例：四肢气囊充压应用连接件采用鲁尔接头，一旦发生错误连接，
会将气体打入血管。



一、小孔径连接件现状

报道的管路或导管错误连接的情况如下：
（1）静脉输液管路与留置尿道导管（导尿管）之间的错误连接；
（2）静脉输液管路与硬膜外导管之间的错误连接；
（3）静脉输液管路与鼻饲管路之间的错误连接；
（4）静脉输液管路与肺动脉末端导管之间的错误连接；
（5）静脉输液管路与外部透析导管之间的错误连接；
（6）静脉输液管路与脑室引流管路之间的错误连接；
（7）二氧化碳仪的管路与进入静脉之间的管路或导管的错误连接；
（8）肠道给养与中心静脉导管之间的错误连接；
（9）肠道给养与透析管路之间的错误连接；
（10）氧气管路与静脉无针注射接口之间的错误连接；
（11）血压仪加压装置与静脉无针注射接口之间的错误连接；
（12）硬脑膜外导管与外周或中心静脉导管之间的错误连接等。



一、小孔径连接件现状

➢尽管有些制造商在其连接件上给出了防止错误连接的措
施（采用特定的识别色标和文字标识），但仍不能从根本
上杜绝错误连接。

➢不同用途的器械采用相同规格的连接件，为错误连接提
供了机会。有专家认为：“有机会，就必然会发生”。

➢杜绝错误发生连接的有效办法：使不同使用目的器械采
用不能相互连接的连接件，消除错误连接造成伤害的“危
险源”（hazard）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
➢在1997年11月，CEN 的CHeF steering group成立了特别工作组（FIG）专
门考虑医用管路错误连接的问题。

➢特别工作组（FIG）为了消除错误连接，采用信息技术领域中的“可用性工程”
设计理念

IEC 62366:2007, Medical devices — Application of usability engineer
ing to medical devices

➢目前正由ISO/TC 210 、IEC 62D 和 CEN/CENELEC TC 3/WG 2三方组成联
合工作组（ISO/TC 210 & IEC/SC 62D Joint Working Group 4）制定
ISO 80369（小孔径接件）系列标准，和ISO18250（储液器连接件）系列标准。
力求从根本上消除不同应用类型的连接件之间的错误连接。



可用性工程



背景： ISO 80369和ISO 18250两个系列标准的范围

ISO 80369 《医用液体和气体用小孔径连接件》使不同应用领域的器械与器械不能相互连接
ISO 18250 《医用贮液容器输送系统用连接件》使不同应用领域的器械与贮液容器不能相互连接



.
储液器连接件系列 小孔径连接件系列

通用要求 ISO/FDIS 18250-1                        ISO 80369-1
(含通用试验方法) 

呼吸及气体驱动用应 ISO/FDIS 80369-2
肠胃应用 ISO/ 18250 -3                             ISO 80369-3                     

肢体套囊充气 ISO 80369-5
轴索应用 ISO/FDIS 18250-6                        ISO 80369-6                      
静脉及皮下应用 ISO/FDIS 18250-7                        ISO 80369-7
柠檬酸抗凝剂 ISO/ 18250-8

ISO 80369-20
（通用试验方法）

ISO标准体系介绍



二、ISO 18250-1 和 ISO 80369-1 通用要求

非相互连接特性：不同应用的连接件不可相互
连接。

功能特性：相同应用的连接要满足临床的要求
。



二、ISO 18250-1 和 ISO 80369-1 通用要求

非相互连接特性：

A: 材料：弯曲弹性模量或拉伸弹性模量大于700 MPa。



二、ISO 18250-1 和 ISO 80369-1 通用要求

非相互连接特性：

B: 规定评定程序
a) CAD分析
b) 试验：当CAD分析认为有错误连接的可能时，

用规定的试验进一步检验其是否满足非相互连接特性
的要求。

接受准则：
——用规定的力和力矩下连接不上；
——虽然连接上了，泄漏率超过规定限值。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CAD分析举例

ISO 18250族标准介绍



非错误连接实物验证

比如：ISO发现，现在起草中的肠营养内圆锥接头能与
静脉留置针的内圆锥接头、和Y形输液三通的内圆锥接头形
成错误连接（下图）。 2014-11-19 



功能特性

ISO 18250-1  2017  03 07

Connectors for reservoir delivery systems ‐ Part 1: General 5 requiremen
ts and common test methods

Annex A (informative) Rationalee .....................................
Annex B (normative) 证实非相互连接特性的试验方法
Annex C * (normative) 正压泄漏试验方法
Annex D * (normative）负压泄漏试验方法

Annex E * (normative) 应力开裂试验方法
Annex F * (normative) 抗轴向分离试验方法
Annex G * (normative)抗旋开试验方法
Annex H * (normative) 抗过载（滑丝）试验方法



Annex I * (normative) Disconnection by unscrewing TEST METHOD for 
floating or rotating screw‐thread locking CONNECTORS and locking C
ONNECTORS with fixed threads.
Annex J * (informative) Modification of the TEST METHODS to genera
te variable data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nex K (informative) Common CONNECTOR geometries and function
ing 
Annex L (informative) Examples of MEDICAL DEVICES on which RESER
VOIR CONNECTORS may be used 69 for each APPLICATION category 
Annex M (informative) Reference to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Annex N (informative) Alternative mechanical TEST METHODS 
Annex O (informative) Terminology – Alphabetized index of defined te
rms



三、肠道应用连接件国际标准



国内肠营养液包装

现状



ISO 18250-3 袋装连接件（尚未见过实物）

设计成不能与输液器的穿刺器(spike)相连接

三、肠道应用连接件国际标准



三、肠道应用连接件国际标准

ISO 18250-3 瓶装连接件

国内肠营养液包装



三、肠道应用连接件国际标准

ISO 80369-3

色标：紫色

锥度：6%

D=5.69       d=5.41



Part 4: 
Connectors for urethral and urinary applications
（尿道应用连接件）

尚未见任何草案稿

市场上常见的导尿管连接件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Part 5: Connectors for limb cuff inflation application
s
（肢体套囊应用连接件，简称S1连接件）

FDIS 2015-08-18

错误连接举例：四肢气囊充压应用连接件采用鲁尔接头，一旦发生错误连接，
会将气体打入血管。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Part 5: Connectors for limb cuff inflation applications

锥度：无
h=4.93                                                 
H=5.105                                               

Single-lumen sphygmomanomete
r and cuff SMALL-BORE CONNEC
TOR (S1)

Figure B.2 — Dual-lumen sphyg-
momanometer and cuff SMALL-
BORE CONNECTOR (S2)



一、现状

ISO 18250-6, Connectors for reservoir delivery systems for health
care applications – Part 6: Neural applications

医疗应用贮液器交付系统用连接件
第6部分：轴索应用

CD  2016-06-20

要求：
The outlet port of a neural reservoir shall be an N2 male, neuraxial 
lock connector complying with ISO 80369-6. 

神经贮液器的出口应是一个符合ISO 80369-6的雄N2轴索锁定连接件。



四、轴索应用连接件

ISO FDIS 18250-6：2018规定的储液器连接件与
ISO 80369-6：2017 规定的小孔径连接件完全相同。

锥度：5%

d=3.17
D=3.43



代替ISO594系列标准。被广泛引用的通用件国际标准被废止。

四、皮下和血管内应用连接件

• ISO80369-7：2017



ISO FDIS18250‐7：2018
CONNECTORS for RESERVOIR delivery systems for healthcareapplications
– Part 7: CONNECTORS for INTRAVASCULAR INFUSION

医用贮液器给送系统用连接件 第7部分：静脉输液连接件

四、皮下和血管内应用连接件



标准

穿刺器

可选



配对型式2：鲁尔接头连接



。

ISO FDIS 18250-7:2018 不包括橡胶瓶塞



标准将袋式输液插口规范为一种型式

配对型式1：穿刺器-输液口



当前常见的穿刺器输液插口

配对型式1：穿刺器-输液口



当前常见的穿刺器输液插口

配对型式1：穿刺器-输液口



柠檬酸
抗凝剂

氯化钠注射液

五、柠檬酸抗凝剂储液器连接件



连接件系列标准尺寸对照

各种小孔径连接件的尺寸对比图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ISO/FDIS 18250-8 

Small-bore connectors for reservoir delivery systems — Part 8:
Connectors for citrate-based anticoagulant solution for apheresis
Applications（贮液器输送系统用小孔径连接件 第8部分：单采成分血应用的柠檬酸
盐抗凝溶液用连接件 ）

锥度：
d=3.068  
F=3.200  D=6.655



二、小孔径连接件系列国际标准进展情况

ISO FDIS 80369-20 ,       2014-05-01
Small-bore connectors for liquids and gases in healt
hcare applications — Part 20: Common test methods

规定了以下组合后连接件的下列试验方法：

➢Falling drop positive pressure liquid leakage TEST METHOD（液体滴
落正压泄漏试验）.
➢Subatmospheric-pressure air leakage TEST METHOD.（负压泄漏率试验）
➢Stress crackingTE ST METHOD（应力开裂试验）
➢Resistance to separation from axial load TEST METHOD（抗轴向分离
力试验）
➢Resistance to separation from unscrewing TEST METHOD（抗旋开分
离试验）



背景：近期，ISO给出了各国家转化ISO80369的时间安排

在2016年11月举办的ISO/TC210国际年会上，JW4分享了GEDSA报告。该报告给
出了分阶段分区域的推行方案。推行阶段主要分了解（Aware）、准备（Prepare）
、采用（Adopt）和测量（Measure）四个递进阶段，分北美、欧洲/澳新、拉丁美
洲和中国/日本四个区域，并报告了全球各个区域的各阶段时间表（见图）



背景： ISO给出了各国家采用ISO80369标准过渡期限的

时间安排

全球5组区域预计的过渡期和最终完成过渡的时间限（见图）。其中，
GEDSA报告给出的中国和日本是第五组，预计2020年100%完成过渡。





背景：措施3： 发布实施指南

ISO《白皮书》
采用ISO 80369系

列小孔径连接件的医
疗产品的实施指南



背景：我国转化前的准备情况—— 1）收集到的部分新型
小孔径连接件医疗器械



背景：国际标准的实验仪器



引入符合ISO 80369 第3部分、第6部分和第7部分中规定的所有标准
连接件（共15种）。

济南中心寻机参加国际间实验室比对试验。

背景：我国转化前的准备情况 2 试验仪器的建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