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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结辑工或梅会提出移

本标准酶盒酶家m辈革辑品标攒钱技求委员会如口。

本辑推起萃单位主纺辑工盘南方科技蘸试中íL'、广东啻数生物研究费〈广东省教生物分新捡翻中

心)、摆棋市;tt，岳摔成能工有接公骂毛江苏省结织产品肆蠢监督撞撞翻试中心。

本藤准主要善起草人=揭露墨、辙小镇，，��海棒、计莘芬、黯穰、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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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肩结织品防毒性能摆JJ试万法

警告:使军本挥准橄坐稳肇事量的J...l道应手言擞生物知识秘正藕实验童工作能实建经验a本稳准并未

提出康有寄能的安全向攘攘 使用者有蜜菠菜琼适嚣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自家有关法鳞楠症

的条件。

1 黯黯

本标准窥定了采用楼捷法溜走家期鲸织品结毒性能的 试黯方法租敷果评赞@

本标准避用于世搭用品、蜡房用品、床上蹄品和装错庭品等皇家用纺织品岱

本挥准不普普及撞毒巍的安坐性评舍，有关评份应接踵家有关法媲进行e

2 巍露姓引路支弹

下列文件中的 条款通过本稳撞的 引黯吉普成为本棕撞的 条款。 凡是注自嚣的 引用文件，其撞在屈服有
的 修改单〈不租括勘漠的 内带〉或静订藏均不适照于本摇撞，然部，鼓励握握本标准达成楼议的 各方研究

是否可紫黑边接文件的 最新雄本。 月8是不注目期的 寻Iffl文件，其最挺挺本适用于本你准稽
GB/T 6682 分新实撞蜜月2支兢格勒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到束语和定义运用于本标准a
3. 1 

爵霉性能 棚ti-mould activi守

样品具有 能挥越摇菌拍子及童音丝摔在街织品上 黯生长繁糙的能力。

4 原理

在 琼黯平提上的 试挥和对照样，接粹适量的摇合罐蘑菇子攘，置于合适的温度辑程皮亨培养一定时
搏嚣，豌赛霉菌在 试撑船时照样上的 生长情珉，评结试样能防毒性能。

5 银器

5. 1 高压灭黯锅z温度可保持在 121 'C.压力可保持在 103 kPa。
5.2 天芋z精确庶0.01 go 

5.3 辍温留湿培捧籍z室主度能操持在(28士1)'C .相对撞度能保持在95到斟上。

5.4 二级生辑安全在或服用起净工作命。
5.5 冰箱z蘸度能保持在2 'C-I0 'c。
5.6 培养盟主蔬铅9 cm. 

5.7 接替环，

5.8 毒害攘啻:10 mL，5 mL，l mL.计壤误差应小子1%移

5.9 现球计数援。
5. 10 茹棉或静有〈过撞蹄〉 。
5. 11 试智、捷舰、玻璃漏斗、摇精灯等实验室常用器具。

6 试黯葡辑

试验使用的霉茵茵株服白摄认可的毒草种保藏棍棒提供。 摇摇需要，也可使用英毯霉酶醋株进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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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同时选配梧璋的培棒基惨
一一黑黯草草 Aspergill私s niger(CGMCC 3.5487或ATCC 16(04); 

绳状背草草 Penicillium funiculosum(CGMCC 3. 3875戚ATCC 10509) ; 
一一璋毛壳键 Cha.etomium gl。如sum(CGMCC 3.在254或ATCC 6205)。

1: ATCG.美国标准德种中心.

注2: GGMCC，牛肆徽虫在物酶猝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徽生物中.;�'o

7 过藕及精棒葱

7. 1 试验所周试搞成为分析鲍或黯黯于徽生物试黯F苦的制剂渺 71<为GBjT 6682中娃定的三载本，部

用于一般化学分享?试载的藩嬉水或离子交换等jj法最j攘的水。培养基配制溶解后，我了按需要要小摸分毅

并高压藤内灭菌(121 "C， 103 kPa，15 min) ，冷却后，量2 "C---10 "c保存，帮越过一个月底废弃。
7.2 普民瀑黯培养基

蛋白藤 10.0 g 

藩需糖 40.0 g 

琼脂粉 20.0 g 

水 1 000 mL 

pH 5. 仨0.2

如热溶解，调节pH君，分装、灭酶，少量髓拉平辑或斜苗。
7.3 矿辑盐辈革黯培彝基

精费费锻(NIL，NOs) 3.0 g 

磷酸之策挥(KHzP04) 2.5 g 

磷酸室罢工饵〈凡HP04) 2.0 g 

七本藏酸镜(MgS04 .1日20) 0.2 g 

七东疏酸亚银(FeSOρ7日20) 0.1 g 

琼黯粉 20 g 

水 1 000 mL 

加主在播解，分糕、灭菌，玲部宠约55它时，锁按平板。
7.4 润温被

峨婆豆80 O. 1 mL，........O. 5 mL(事先做试雄，不可影响毒菌的革常生长 〉
水 1 000 mL 

搅拌潜瓣恶，分装，灭茧，2 "C�10 "c摇存各蹄。
7.5 捷纸片

蒋捷挺裁菌成长约8.0 cm、宽约1.5 cm的长 条状，以能平铺放人试管为宜，或剪辑3草根持为
(3.8士0.5)cm的醒翠或边长约为(3.8二仨0.5)c胎的正方革后，置于如盖睿器中. (71士3)"C，于摆灭黯

1h。取出，置于洁净工作宽保存、备肆" 者超过一个月班建立新灭蘑@

8 样品灌备

将试棒和对照样裁剪或直径约为(3.8土O.5)ct恕的器形或:1tJ.-f是约为(3.8才-0.的cm的正方形。 3捞
试棒，3份对黑样〈没有黯照样可黯攘策片代替).最好第取经防霉处理的稳纸片1份作悟性对赔样。将
样品置于加最容器中，高压蒸汽灭菌021 "c ，103 kPa，15 mi时，盏埠。

9 球验攘攘合乎每子攘的普普备

9. 1 茹辑的培摒

在先商条件芋，将强先干童基央主理的撼缎并(1.5)摆满攘攘(1.的商穰后，置于按民琼黯培养基(7.2)

的平摄戚试管斜窗上.m接斡环分到刮取各每蕃莲子，分别提i捷接种。 在(28土1)"c、相对器是度注95%条
z 



FZ/T 60030…2009 

件十F培费7 d，.....，21 d，在获梅兰主长良好的霉曹雪强子。

9.2 离子攘攘鳞鳞备

分黯蘸每各种潜黯蘸子藤摸。 用接种环翻取琼黯表面的各霉菌生长物，分别放入按有选蠢玻璃珠

〈直径4: mm.-..5 mm)及滋麓无商水的50 mL三角蜂瓶中s 振荡三角挠瓶，充分分散草草酶揣子屈能灭菌

药穗骂是人居静带过攘，去除菌结碎片满琼躇块，获得各毒菌溜子原液吱

9.3 试验到藩命蹄子液的制备

先用血球计数极测定各撵黯强于原液中的抱子浓度，再分j}lj稀释使其激援军均为1 X 10串个强

于/mL""""5X106个袍子/mL，那梅各辑菌部子端撞。 然后将各需菌瘤子试接联等体积混合，捧到试撞

到握舍植于被徽

10 试验操作吉普精

取矿物越军京E昌平板(7.3)7个，分崩移取试撞用?琵合子毯子液(9.3)(1. 0去0.1) mL于各平辙，轻晃平

握，使其均匀分布于琼腾璇擂。再将旗先经润撞撞(7.4)窝童的3 J宁试棒、3片对黑样以及1片黯性对

黯样〈第8意) ，分茹j黠于7个矿物盐琼黯乎搓，然后在每片葬品上均句漓如试撞用湛合于毯子攘(9.3)

(0.2士0.01) mLo将7个平较3麦子(28土工)"C、辑对撞更注95%能培养箱内培养一定时部菇，激模样品

上霉菌的处长情吕立。

11 结果帮结与攫告

当3片荣才摆捧上每若要生长吉普棋达到U70到 献上时〈一鼓 7 d......21心，试样可作结果如j定。 者3片战样

长霉程度差葬较大时，白长籍程度最严整者提告等载。 若对照样霉茵生长提少〈小于回测描积的

70%)，黯应袭捷原理，露做试麓@ 试样的防霉住能定性评赞克表1。

等级 妖霉程度

O级 先生长

1级 徽缝生长

2级 轻微生长

3级 1ft援生长

4级

12 斌醋报告

报告至少应给出割下内容z

a) 试尊盏是按本能推进行拍z

M 棒品军民对摸样能播嬉z

载 1 读样的黯霉试验结果111定

试祥上的霉窗生长情提

米见霉商�iH可能用商有抑藏区域〉

霉菌兰兰*繁殖稀少，生长范围小子总商较10%

霉菌轻微生长或松散分布，占总窟积10%-30%

霉离中度生长和繁殖，占总离我30%-70%

霉商大量生长繁殖，占总窗积'10%以上

。 试验霉篱名馨、魏号及接替橡皮z

d) 拉霉普雷效果评定，播潘键要寄生长懵挠，有条件王军鼓人试棒及对黑棒的黯片z

e) 试载人员和试黯苔期1

f) 任何童基离本栋攘的鳞挺a
，-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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