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面抗菌不锈钢 第 1 部分：电化学法》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依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1] 19 号文“关于下达

2021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下达的项目计

划，项目编号为 20211848-T-605，项目名称为“表面抗菌不锈钢 第 1 部分：电

化学法”。本项目是修订项目，代替 GB/T 24170.1 - 2009。主要起草单位: 同曦集

团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等，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计划下达后，2021 年 8 月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特殊钢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起草工作组，由同曦集团有限公司牵

头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主要起草工作。工作组对国内外表面抗菌不锈钢

产品和技术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

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

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表面抗菌不锈钢 第 1 部分：电化学法》标准初

稿。经工作组及有关专家研讨后，对标准修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于 2022
年 6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等相关附件，报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特殊钢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

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修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

应用推广相结合，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统

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主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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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修订。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时，综合考

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

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三、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1、标准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依据行业发展以及考虑到原标准的不足之处。围绕实际使用中的

主要产品为冷轧钢板钢带、棒等，并根据抗菌行业抗菌产品的要求增加卫生安全

性能，增加抗真菌的表述及要求以适应抗菌不锈钢产品的发展。具体修订内容见

下：



1.封面：变更前 英文标题：Surface antibacterial stainless steel
变更后：Surface antimicrobial stainless steel
变更原因：本次修订，增加了抗真菌菌种，原文 antibacterial 意思只为抗细

菌不包括真菌，修改“antimicrobial”后可以涵盖全。

2.前言部分

变更前：GB/TXXXX《表面抗菌不锈钢》分为 3 部分，名称预计如下：

——第 1部分：电化学法；

——第 2部分：等离子体法；

——第 3部分：离子注入法。

本部分为 GB/TXXXX的第 1 部分。

…

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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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为 GB/T24170的第 1 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

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起草负责修订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修订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GB/T 24170.1-2009。
变更原因：更新标准编写依据至 GB/T1.1-2020，下述“本部分”按要求修改

为“本文件”；并增加“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GB/T 24170.1-2009”
3.标准正文，“1.范围”部分

变更前：GB/T24170的本部分规定了电化学法表面抗菌不锈钢的术语及定义、

订货内容、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与验收规则、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等。

本部分适用于以实现表面抗菌性能为主要目的，通过电化学方法在不锈钢表

面获得具有无毒、抗菌覆盖层的表面抗菌不锈钢及其制品。

变更后：本文件规定了电化学法表面抗菌不锈钢的术语及定义、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检验规则和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 GB/T 3280和 GB/T 1220 规定的且具有表面抗菌功能的不锈钢

材及其制品。

变更原因：按新 GB/T1.1 的要求表述“本文件规定…”

根据目前电化学法的表面抗菌不锈钢主要集中在冷轧钢板、钢带（GB/T 3280）
和不锈钢棒（GB/T 1220）等产品，所以在适用范围明确规定。

4. 标准正文，“2.规范性引用文件”部分



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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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

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但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

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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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引用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220 不锈钢棒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12967.7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 7 部分：用落砂试验仪测

定阳极氧化膜的耐磨性

GB/T 13298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 21551.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通则

GB/T 38496-2020 消毒剂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

JC/T 939 建筑用抗细菌塑料管抗细菌性能

变更原因：按新 GB/T1.1 的规则修改。并根据增加的测试项目增加对应的引

用标准。

5.标准正文，“3 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3.3 抗菌耐久性能；3.4 表面抗菌不锈钢”两个定义

变更原因：抗菌不锈钢产品一般都是多次/长时间使用，所以需增加抗菌耐

久性能等两个定义。

6. 标准正文，删除原“4 订货内容”

变更原因：本部分不合时宜，订货内容应用供需双方商定，本文件只提供技

术要求。

7. 标准正文，将原文“5 技术要求”变更为“4 要求”，并按“卫生安全性

能要求、其他技术要求”两部分来叙述。

增加“4.1卫生安全性能”，将抗菌性能及耐久要求纳入卫生要求。

变更前：5.7抗菌性能…

变更后：4.1.1 卫生安全性要求

产品的卫生安全性要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卫生安全性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抗菌物质溶出试验
注

抑菌环宽度（D）= 0 mm

2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实际无毒

3 皮肤刺激性试验 无刺激



4

任选 1项基因突变试验：

体外哺乳动物 L5178Y 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体外哺乳动物 V79 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阴性

5

任选 1项染色体畸变试验：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

哺乳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小鼠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阴性

注：分别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环宽度（D）进行测试。

4.1.2 抗菌性能

产品的抗菌性能及抗菌耐久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抗菌性能

项目
抗菌率，%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白色念珠菌

抗菌性能 ≥99 ≥99 ≥99

抗菌耐久性能 ≥90 ≥90 ≥90

变更原因：抗菌产品在引入抗菌成分后，应确保其对使用者安全，所以增加

5项毒理安全的规定。

鉴于真菌对产品的影响更大，也更受使用者关注，所以增加真菌（白色念珠

菌）测试。不锈钢产品一般多次使用，所以增加耐久试验后的抗菌性能测试。

8. 标准正文，将原文中“5.2外观质量、5.3颜色色差、5.4耐腐蚀性能、5.5
耐磨性能、5.6 附着强度”一并纳入其他技术要求中；并增加覆盖层微观组织形

态。

变更前：

5.2 外观质量

覆盖层表面应均匀，不允许有任何到达基材金属的损伤。

5.3 颜色色差

覆盖层的颜色和光泽应一致，颜色色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确定的实物标样及允

许偏差。

5.4 耐腐蚀性能

表面抗菌不锈钢应进行中性盐雾试验，其耐腐蚀能力应不低于基材不锈钢的

耐腐蚀能力。

5.5 耐磨性能

根据需方要求，可用落砂试验检验表面抗菌不锈钢的耐磨性能。落砂试验所

得磨穿磨料质量推荐不低于 3000g。
若需方要求采用其他方法评定覆盖层耐磨性能时，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由供

需双方商定。



5.6 附着强度

用划格试验检验表面抗菌不锈钢覆盖层的附着强度，划格试验结果应无脱落。

变更后：4.2其他技术要求

产品的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其他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外观质量
覆盖层表面应均匀，不允许有任何到达基材金属的损伤，表面无疏松膜、

挂灰、划伤、手印、水印、锈斑

2 颜色色差
覆盖层的颜色和光泽应一致，颜色色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确定的实物标样

及允许偏差

3 覆盖层微观组织形态
覆盖层微观组织要求膜层致密、连续、均匀，表面无烧蚀、开裂、脱落

等现象

4 耐腐蚀性能 耐腐蚀能力应不低于基材不锈钢的耐腐蚀能力

5 耐磨性能

磨穿磨料质量推荐不低于 3000g

注：若需方要求采用其他方法评定覆盖层耐磨性能时，技术要求和检测

方法由供需双方商定

6 附着强度 划格试验结果应无脱落

变更原因：表格形式更加简洁明了。由于用于不锈钢的抗菌技术有多种如涂

层、阳极氧化等，且抗菌性能与不锈钢的表面性能直接相关，所以需确保其表面

处理的抗菌覆盖层不开裂、不脱落，增加覆盖等微观组织形态和抗热裂性要求。

9. 标准正文，将原文“6 试验方法”按顺序变更为“5 检测方法”并根据上

文的要求增加部分对应的测试方法。

变更前：6.1外观质量和色差

6.2中性盐雾试验

6.3落砂试验

6.4划格试验

6.5抗菌率

6.6覆盖层厚度

变更后：5 检测方法

5.1 抗菌物质溶出试验按 GB 21551.1 的规定执行。

5.2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按 GB/T 38496 中 6.1 的规定执行。

5.3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验按 GB/T 38496 中 6.3.3.3 的规定执行

5.4 基因突变试验和染色体畸变试验按 GB/T 38496 中 6.8 的规定执行。

5.5 抗菌性能试验按 GB/T 21510-2008 附录 C 的规定执行。

5.6 抗菌耐久性能试验按 JC/T 939 的规定进行，取耐久试验后的样品再按 GB/T

21510-2008 附录 C 的规定执行抗菌性能试验。

5.7 外观质量和色差检验按 GB/T 12967.6 的规定执行。

5.8 覆盖层微观组织形态检验按 GB/T 13298 的规定执行。



5.9 中性盐雾试验按 GB/T 10125 的规定执行。腐蚀结果的评级应按 GB/T 6461 的规

定执行。

5.10 落砂试验按 GB/T 2480 和 GB/T 12967.7 的规定执行。

5.11 划格试验按 GB/T 5270 的规定执行。

变更原因：本文件的产品要求中增加了卫生安全性能、抗菌耐久性能、覆盖

层微观组织形态检验等，对应的试验方法也需增加。

10. 标准正文，原文的“7 检验与验收规则”按上文顺序修订为“6 检验与

验收规则”

变更前：7.1*** 表面抗菌不锈钢材及制品的质量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

查和验收。

变更后：产品的质量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查和验收

变更原因：上文 3.4 定义中已将“表面抗菌不锈钢（以下简称产品）”后文中

6.4.1和 6.4.2 皆以“产品”替代“表面抗菌不锈钢”。

11. 标准正文，原文的“7.3 型式检验”

变更前：7.3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正式生产后，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每两年进行一次检验；

c）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以及相应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 的

规定。

变更后：6.3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正式生产后，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b）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每两年进行一次检验；

c）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d）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6.3.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以及相应检验方法应符合

表 4的规定。

6.3.3 如所有检验结果均符合第 4 章的要求，则型式检验通过。

变更原因：按 GB/T1.1 规则，增加二级条目，增加 6.3.3 通过的内容，使内

容要求更加清晰无争议。

12. 标准正文，原文中“7.4.2 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变更为“6.4.2 取样规

则”

变更前：表面抗菌不锈钢材及制品的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类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出厂 型式

1 外观质量 × × 逐个 -- GB/T 12967.6

2 色差 × × 逐个 -- GB/T 12967.6

3 中性盐雾试验 - × 每批 2 个 不同制品 GB/T 10125

4 落砂试验 - × 每批 2 个 不同制品 附录 A

5 划格试验 × × 每批 3 个 不同制品 GB/T5270

6 抗菌率 × × 每批 5 个 不同制品 GB/T 21510-2008

7 覆盖层厚度 . × 每批 3 个 不同制品 GB/T 6462

注：“×”为必检项目；“.”为供需双方协商检验项目；“-”不检项目。

变更后：产品的取样数量和取样部位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类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出厂 型式

1 抗菌物质溶出试验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 21551.1

2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T 38496 中 6.1

3
多次完整皮肤刺激试

验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T 38496 中 6.3.3.3

4 基因突变试验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T 38496 中 6.8

5 染色体畸变试验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T 38496 中 6.8

6 抗菌性能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GB/T 21510-2008 附录 C

7 抗菌耐久性能 - + 每批 6个 不同制品
JC/T 939

GB/T 21510-2008 附录 C

8 外观质量 + + 逐个 -- GB/T 12967.6

9 色差 + + 逐个 -- GB/T 12967.6

10 微观组织形态 + + 每批 2个 不同制品 GB/T 13298

11 中性盐雾试验 - + 每批 2个 不同制品 GB/T 10125

12 落砂试验 - + 每批 2个 不同制品 GB/T 2480和GB/T 12967.7

13 划格试验 + + 每批 3个 不同制品 GB/T 5270

注1：+为必检项目；-为可不检项目。对于无法直接取样试验的产品，应根据检测项目相关标准进行检

测样品制备。

变更原因：删除覆盖层厚度的要求。增加第 1-5 项的卫生安全性能要求、第

7 项抗菌耐久性能、第 10 项微观组织形态等，与上文的规定一一对应。落砂试

验有标准 GB/T 2480和 GB/T 12967.7 规定，所以还删除附录 A。
13 标准正文，原文中“7.4.3复验与判定规则”变更为“6.4.3 复验与判定规

则”

变更前：

7.4.3.1 外观质量及色差检验不合格时，应将该不合格钢材或制品挑出。允许

供方逐张或逐个进行检验，合格者交货。

7.4.3.2 附着强度检验不合格时，应将该不合格钢材或制品挑出，并随机从同

一批产品中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如复检结果有一个不合格，则判该批钢材或制



品为不合格。

7.4.3.3 抗菌率和厚度检验不合格时，允许取与初检相同数量的试样做不合格

项目的复检。若复检结果仍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变更后：6.4.3.1 外观质量、色差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予以剔除。

6.4.3.2 附着强度、微观组织形态检验不合格时，应将该不合格钢材或制品挑

出，并随机从同一批产品中取双倍试样进行复验。如复验结果有一个不合格，则

判该批钢材或制品为不合格。

6.4.3.3 抗菌性、抗菌耐久性检验不合格时，允许取与初检相同数量的试样做

不合格项目的复验。若复验结果仍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变更原因：6.4.3.2 增加微观组织形态等要求。6.4.3.3 增加抗菌耐久性要求，

删去涂层厚度要求。这样更加符合市场上产品的现状。

14 标准正文，原文中“8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变更为“7 标识、包装、

运输和贮存”

变更前：8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产品的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符合基材相应国家标准规定。

变更后：7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7.1标识

产品的标识至少应注明如下信息：

a）抗菌加工部位；

b）执行的产品标准；

c）产品性能指标。

7.2包装

直接与产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包装材料的卫生要求，外包装应

具有足够的牢固性，以保证产品在正常运输、贮存条件下不受破损和污染。

7.3运输和贮存

产品按照 GB/T 191 的要求在运输和贮存中应注意防潮、防晒、防止破损、污

染、不允许有毒有害有异味货物同车厢运输或贮存。

变更原因：将原文含糊部分明确下来。便于标准的执行。

2、主要技术差异

本标准与 GB/T 24170.1-2009《表面抗菌不锈钢 第 1 部分：电化学法》相比，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删除了原标准中“4 订货内容”；技术要求中的覆盖层厚度及其对应检测

方法（标准）；由于引用的 GB/T 2480 和 GB/T 12967.7 标准中含有落砂试验法，

故删除附录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中的抗菌耐久性能和表面抗菌不锈钢定义，5项卫生安

全性能及指标，增加了抗菌性能中的对真菌（白色念珠菌）的要求，增加抗菌耐

久性能要求；其他技术要求中增加了覆盖层微观组织形态要求。并增加了相对应



的检测方法。

—补充完善了技术要求的检验项目表格 4。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于 2009年首次发布，2022年进行修订，本次是第 1 次修订。

通过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

解决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表面抗菌不锈钢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表面抗菌不锈钢生产和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

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

通过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促进技术创新，增强产品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同时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对规范市场竞争，引导市场良性

发展，加快我国表面抗菌不锈钢技术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为 XXXX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般情况下，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24170.1-2009。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表面抗菌不锈钢 第 1 部分：电化学法》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组

2022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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