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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

法，包括在设定参数环境下测量充压压降，同样

参数环境下测量充压渗漏，确定渗漏对应的临界

气压降，根据该临界气压降与同规格批次的其他

透析器测得的压降比较结果判定该透析器是否

渗漏等步骤。本发明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

提供了一种快速、批量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

通过确定气体泄漏量和液体泄漏的关系利用气

密性检测判定透析器是否渗漏，提高了检测的效

率，具有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106124139 B

2019.01.29

CN
 1
06
12
41
39
 B



1.一种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步骤：

⑴将待测透析器的一个血室接口和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形成并联后通过气密性检测仪

与气源密封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另一个血室接口和另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堵死；

⑵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充气，充气时间是T1，稳压时间是

T2，测试时间是T3，在测试时间内停止充气，在测试时间结束时记录待测透析器内的气压降

△P；

⑶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和透析液室内充满温度是人体体温37℃的水，将充满水的待测

透析器按照步骤⑴的方式连接完毕后平置于干燥的纸面上；

⑷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施压，进行封闭测试，封闭测试时

间是T4，在封闭测试时间结束后检查步骤⑶中的干燥纸面和待测透析器的缝隙部位的水渗

漏情况，记录水渗漏情况；

⑸选取N个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得到N个△P和每个△P对应的水渗

漏情况；

⑹根据步骤⑸得到的N个△P和每个△P对应的水渗漏情况确定水渗漏情况是不漏所对

应的最大△P值△PM，在小于△PM的数值范围内确定渗漏气压降上限△PB；

⑺采用步骤⑴～⑵批量检测与步骤⑸中待测透析器同一规格的透析器产品得到每一

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将得到的每一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与步骤⑹中得到的△

PB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是大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存在渗漏，根据比较结果是小于或等

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不存在渗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⑶中，将待测

透析器的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堵死，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进口与蠕动泵密封连通，将蠕动泵

与恒温水槽密封连通，将恒温水槽与蓄水罐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出口与废水罐连通，

开启蠕动泵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注满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⑶中，将待测

透析器的血室接口密封堵死，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进口与蠕动泵密封连通，将蠕动泵

与恒温水槽密封连通，将恒温水槽与蓄水罐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出口与废水罐

连通，开启蠕动泵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注满水。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⑴、步骤⑸中的待测透析器的壳体的长度是300mm，壳体的内径是42mm，壳体内设

有8000～13000根聚醚砜膜，

步骤⑵中的充气正压P是120KPa，充气时间T1是4s，稳压时间T2是2.5s，测试时间T3是

2.5s，

步骤⑷中的充气正压P是120KPa，封闭测试时间T4是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⑸中选取7个

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分别得到：

△P1＝17Pa，△P1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P2＝93Pa，△P2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P3＝120Pa，△P3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

△P4＝150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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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10Pa，△P5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

△P6＝257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

△P7＝306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漏水、滴水，

确定△PM是93Pa，进一步确定△PB是小于或等于93Pa的值。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⑴、步骤⑸中的待测透析器的壳体的长度是200mm，壳体的内径是6mm，壳体内设有

200根聚醚砜膜，

步骤⑵中的充气正压P是70KPa，充气时间T1是12s，稳压时间T2是2s，测试时间T3是3s，

步骤⑷中的充气正压P是70KPa，封闭测试时间T4是10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⑸中选取7个

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分别得到：

△P1＝57Pa，△P1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P2＝69Pa，△P2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P3＝77Pa，△P3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P4＝104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

△P5＝120Pa，△P5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

△P6＝150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

△P7＝267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漏水、滴水，

确定△PM是77Pa，进一步确定△PB是小于或等于77Pa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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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透析器的检测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快速、批量检测透析器渗漏的

方法，属于透析器产品检测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透析器检测渗漏试验主要是检验容器的各联接部位是否有泄漏现象。透析器渗漏

检测一般要求是全数检测，采用气密性检测透析器时有个特点，随着环境的温度变化，气体

的温度变化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对检测结果有很大影响，所以关键要设置一个合理的泄漏

范围并且能够验证。目前气密性检测设备制造厂家在销售设备时往往都是需要客户提供产

品检测参数，而很多客户的产品因为大小、结构、用途不同，虽然有对应的行业标准，但也没

有一个标准的参数，而且行业标准上的参数往往检测时间较长，不适合大批量生产，所以初

期要建立一套适宜的、可靠的透析器气密性检测方法往往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公开了新的方案，提供了一种快速、批量检测

透析器渗漏的方法，解决了现有检测方案耗时长以及不适合批量检测的问题。

[0004] 本发明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包括步骤：

[0005] ⑴将待测透析器的一个血室接口和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形成并联后通过气密性检

测仪与气源密封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另一个血室接口和另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堵死。

[0006] ⑵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充气，充气时间是T1，稳压时

间是T2，测试时间是T3，在测试时间内停止充气，在测试时间结束时记录待测透析器内的气

压降△P。

[0007] ⑶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和透析液室内充满温度是人体体温37℃的水，将充满水的

待测透析器按照步骤⑴的方式连接完毕后平置于干燥的纸面上。

[0008] ⑷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施压，进行封闭测试，封闭测

试时间是T4，在封闭测试时间结束后检查步骤⑶中的干燥纸面和待测透析器的缝隙部位的

水渗漏情况，记录水渗漏情况。

[0009] ⑸选取N个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得到N个△P和每个△P对应的

水渗漏情况。

[0010] ⑹根据步骤⑸得到的N个△P和每个△P对应的水渗漏情况确定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所对应的最大△P值△PM，在小于△PM的数值范围内确定渗漏气压降上限△PB。

[0011] ⑺采用步骤⑴～⑵批量检测与步骤⑸中待测透析器同一规格的透析器产品得到

每一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将得到的每一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与步骤⑹中得到

的△PB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是大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存在渗漏，根据比较结果是小于

或等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不存在渗漏。

[0012] 本发明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快速、批量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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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确定气体泄漏量和液体泄漏的关系利用气密性检测判定透析器是否渗漏，提高了

检测的效率，具有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方案检测透析器气密性的操作原理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方案向透析器的血室内充水的操作原理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方案向透析器的透析液室内充水的操作原理示意图。

[0016] 其中，1是气源，2是气密性检测仪，3是透析器，4是储水罐，5是恒温水槽，6是蠕动

泵，7是血室进口，8是透析液室出口，9是透析液室进口，10是血室出口，11是废水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8] 本方案通过衡量气体泄漏量与水渗漏状况的关系，快速找到检测参数，从而建立

与临床使用匹配的透析器渗漏检测方法。该检测方法主要利用了气源、气密性检测仪、蠕动

泵、恒温水槽以及各种连接导管、接头组成的简易检测系统，该系统中的设备都是比较常用

的试验设备。本方案可以根据预设定的主要参数找到特定批次规格的透析器对应的泄漏临

界点，在临界点范围内设置标准值，利用该标准值与批次中每个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

断是否泄漏，确保结果可靠。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快速的检测透析器泄漏的方法。一

般来说先准备待检测样品，然后预设定参数(一般包括但不仅限于：正压力、冲压时间、稳压

时间、测试时间)，根据预设定参数测出每个样品的气泄漏量，然后将样品注满水，检测是否

有水渗漏，根据水渗漏情况找出合适的气泄漏量试验临界点。然后制定预设定参数对应的

气泄漏量判定规格值。

[0019] 本发明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包括步骤：

[0020] ⑴将待测透析器的一个血室接口和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形成并联后通过气密性检

测仪与气源密封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另一个血室接口和另一个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堵死。

[0021] ⑵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充气，充气时间是T1，稳压时

间是T2，测试时间是T3，在测试时间内停止充气，在测试时间结束时记录待测透析器内的气

压降△P。

[0022] ⑶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和透析液室内充满温度是人体体温37℃的水，将充满水的

待测透析器按照步骤⑴的方式连接完毕后平置于干燥的纸面上。

[0023] ⑷在室温下，采用设定的充气正压P向待测透析器内施压，进行封闭测试，封闭测

试时间是T4，在封闭测试时间结束后检查步骤⑶中的干燥纸面和待测透析器的缝隙部位的

水渗漏情况，记录水渗漏情况。

[0024] ⑸选取N个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得到N个△P和每个△P对应的

水渗漏情况。

[0025] ⑹根据步骤⑸得到的N个△P和每个△P对应的水渗漏情况确定水渗漏情况是不漏

所对应的最大△P值△PM，在小于△PM的数值范围内确定渗漏气压降上限△PB。

[0026] ⑺采用步骤⑴～⑵批量检测与步骤⑸中待测透析器同一规格的透析器产品得到

每一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将得到的每一件透析器产品对应的△P值与步骤⑹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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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B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是大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存在渗漏，根据比较结果是小于

或等于△PB判定对应的透析器不存在渗漏。

[0027] 在步骤⑶中，为了使血室和透析液室内充满人体正常体温相当温度的水，尽量避

免进入气体，本方案还公开了特别设计的充水操作过程，如图2、3所示，即在步骤⑶中，将待

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堵死，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进口与蠕动泵密封连通，将蠕动

泵与恒温水槽密封连通，将恒温水槽与蓄水罐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出口与废水罐连

通，开启蠕动泵将待测透析器的血室注满水。与上同理，本方案在步骤⑶中，将待测透析器

的血室接口密封堵死，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进口与蠕动泵密封连通，将蠕动泵与恒温

水槽密封连通，将恒温水槽与蓄水罐连通，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出口与废水罐连通，开

启蠕动泵将待测透析器的透析液室注满水。上述过程保证了水温的恒定以及水能够充满整

个透析器的内部，提高了检测的可靠性。

[0028] 为了体现本方案检测方法的具体应用情况，本方案还公开了以下具体的应用实施

例。

[0029] 实施例一

[0030] 本例采用的透析器产品由1个壳体、中间填充约8000～13000根聚醚砜膜、适量聚

氨酯胶、2个血帽盖、2个O形圈、4个保护盖组成，长度约300mm，内直径约42mm。

[0031] 按照图1的连接方式，将气源1与气密性检测仪2连接好，然后将气密性检测仪2出

口分两个支路分别与透析器3的血室接口和透析液室接口联接好，透析器3另一个血室接口

和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在室温下，采用120KPa正压，填充时间4.0s，稳压时间2.5s，测试时间

2.5s的条件进行测试，选取7个不同空气泄漏量的透析器，并记录气泄漏量。将7支透析器注

满37℃左右的水(模拟人体温度)，按照图2的连接方式，将储水罐4与恒温水槽5相连，恒温

水槽5与蠕动泵6相连，蠕动泵出水端与透析器3的血室进口7相连，血室出口10与废水罐11

相连，同时关闭透析液出口8和进口9。打开蠕动泵6将透析液血室注满37℃左右的水。然后，

关闭蠕动泵6，按照图3的连接方式，将蠕动泵6出口与透析液进口9相连，将透析液出口8与

废水罐相连，同时关闭血液进口7和血液出口10。打开蠕动泵6将透析器透析液室注满37℃

左右的水。然后将注满水的产品按照上述检测气密性的方式连接装置，连接好后将透析器

平放于干燥的纸上面。在室温下，采用120KPa正压，封闭测试装置10min后，目视检查干燥的

纸和透析器零部件连接部位水渗漏情况并记录，测量结果如下：

[0032]

[0033] 综上可得出，室温条件下，空气压力降小于93Pa时，产品不漏水，空气压力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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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Pa后，产品漏水。那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小于93Pa的范围内设定泄漏值上限，并根据

这个泄漏值上限检验同规格批次的其他透析器是否会渗漏。

[0034] 以上过程可以归纳为步骤⑴、步骤⑸中的待测透析器的壳体的长度是300mm，壳体

的内径是42mm，壳体内设有8000～13000根聚醚砜膜，步骤⑵中的充气正压P是120KPa，充气

时间T1是4s，稳压时间T2是2.5s，测试时间T3是2.5s，步骤⑷中的充气正压P是120KPa，封闭

测试时间T4是10min。进一步，本方案选择了7组测试模式，即步骤⑸中选取7个同一规格的

待测透析器重复步骤⑴～⑷分别得到：△P1＝17Pa，△P1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P2＝

93Pa，△P2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P3＝120Pa，△P3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P4＝

150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P5＝210Pa，△P5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P6

＝257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P7＝306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漏水、滴

水，确定△PM是93Pa，进一步确定△PB是小于或等于93Pa的值。

[0035] 实施例二

[0036] 本例采用的微型透析器产品是由1个壳体、中间填充约200根聚醚砜膜、适量聚氨

酯胶、2个血帽盖，长度约200mm，内直径约6mm。

[0037] 按照图1的连接方式，将气源1与气密性检测仪2连接好，然后将气密性检测仪2出

口分两个支路分别与透析器3的血室接口和透析液室接口连接好，透析器3另一个血室接口

和透析液室接口密封。在室温下，采用70KPa正压，填充时间12s，稳压时间2s，测试时间3s的

条件进行测试，选取7个不同空气泄漏量的微型透析器，并记录气泄漏量。将7支透析器注满

37℃左右的水(模拟人体温度)，按照图2的连接方式，将储水罐4与恒温水槽5相连，恒温水

槽5与蠕动泵6相连，蠕动泵出水端与透析器3的血室进口7相连，血室出口10与废水罐11相

连，同时关闭透析液出口8和进口9。打开蠕动泵6将透析液血室注满37℃左右的水。然后，关

闭蠕动泵6，按照图3的连接方式，将蠕动泵6出口与透析液进口9相连，将透析液出口8与废

水罐相连，同时关闭血液进口7和血液出口10。打开蠕动泵6将透析器透析液室注满37℃左

右的水。然后将注满水的产品按照上述检测气密性的方式连接装置，连接好后将透析器平

放于干燥的纸上面。在室温下，采用70KPa正压，封闭测试装置10min后，目视检查干燥的纸

和透析器零部件连接部位水渗漏情况并记录，测量结果如下：

[0038]

[0039]

[0040] 综上可得出，室温条件下，空气压力降小于77Pa时，产品不漏水，空气压力降大于

104Pa后，产品漏水。那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小于77Pa的范围内设定泄漏值上限，并根据

这个泄漏值上限检验同规格批次的其他透析器是否会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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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以上过程可以归纳为步骤⑴、步骤⑸中的待测透析器的壳体的长度是200mm，壳体

的内径是6mm，壳体内设有200根聚醚砜膜，步骤⑵中的充气正压P是70KPa，充气时间T1是

12s，稳压时间T2是2s，测试时间T3是3s，步骤⑷中的充气正压P是70KPa，封闭测试时间T4是

10min。进一步，本方案选择了7组测试模式，即步骤⑸中选取7个同一规格的待测透析器重

复步骤⑴～⑷分别得到：△P1＝57Pa，△P1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P2＝69Pa，△P2对

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P3＝77Pa，△P3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不漏，△P4＝104Pa，△P4对

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渗，△P5＝120Pa，△P5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P6＝150Pa，△P4

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微漏，△P7＝267Pa，△P4对应的水渗漏情况是漏水、滴水，确定△PM是

77Pa，进一步确定△PB是小于或等于77Pa的值。

[0042]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检测透析器泄漏的方法，可以根据产品的特

性预设定主要参数，进而找出合适的泄漏上限值，具有检测快速和结果可靠等特点，而且不

仅仅局限在上述例子。

[0043] 本方案提供了一种快速检测透析器泄漏的方法，不仅适用于透析器大批量生产，

而且具有良好的扩展适用性，能够应用在相近领域内的一切相似结构的渗漏检测。本方案

通过确定某一特定规格的透析器在设定条件下的气密性与渗漏情况的关系选定可导致泄

漏的气密压降临界值，再将同一规格批次的透析器检测得到的气压降与这个临界值比较，

根据比较结果判定该透析器是否渗漏。基于以上特点，本方案的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相

比现有的透析器测漏方法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0044] 本方案的快速检测透析器渗漏的方法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公开的内容，其包含

的操作步骤在不违反技术规范和原理的前提下，为优化操作程序可以进行适当的顺序调

换，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方案结合公知常识作出的简单替换方案也属于本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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