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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检测隔离器



泰事达作为一家致力于提供高品质隔离器的国际领先企业，

凭借不断创新的先进技术、绝对可靠的品质和专业的项目管

理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给客户高品质的隔离器产品及服

务。 

公司在隔离器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及验证方面积累了超

过 25 年的经验， 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各类非标定制的隔

离器设备。 

泰事达隔离器产品的设计制造标准时刻与最新的政府法规及

行业标准保持一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 

泰事达-无菌检测隔离技术-行业公认的领先者 

面对制药行业无菌和密闭隔离器设备日益增长的需求及挑战，泰事达致力于为客户的个性化项目需求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无菌检测隔离在制药工艺环节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客户工艺的清楚了解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泰事达英国有限公司是泰事达集团隔离器系统设备的生产基地。对细节的关注使我们的设计方案与众不同。 

一家领先的制药公司的报告中陈述，在所有设备问题中， 

差不多 25%是由人体工程学相关问题引起的。 

泰事达非常重视执行人体工程学试验，以鉴别问题并防止 

后续发生造成损失。模型与试验用来模拟所涉及的流程操作。 

泰事达 Pura 系列无菌检测隔离器设计充分考虑了人体工程学 

工程设计人员通过最新的 3D 软件仿真设计为整个项目提供

了一个清晰的可视化 3D 图形，来预防干涉，因此确保 2D

图纸的精准生成。 



生产工艺关键步骤的全面保护… 

药典要求对无菌药品进行无菌测试，来确定产品批次的可接受性。这是灭菌验证的重要环节，测试必须在杜绝假阳性和假阴

性结果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假阳性检测结果通常是由于测试环境或操作人员的污染而造成，导致大量额

外的假阳性调查文件工作，并延迟或阻止产品的上市发布而增加显著的成本 

泰事达 Pura 无菌检测隔离器可帮助客户杜绝假阳性测试结果的风险，保护产

品免受来自工艺过程和外部产生的污染，确保产品质量 

泰事达 Pura 无菌检测隔离器符合满足多种客户的需求，可为无菌检测以及

其他无菌工艺操作提供可靠的无菌环境.可达到实现对孢子类微生物可靠杀

灭效果最少 log6 减少，灭菌验证通过 BI 生物指示剂挑战实验完成  

泰事达 Pura 无菌检测隔离适合完成直接接种和过滤膜的无菌检测，可选择

集成多种不同的生物净化灭菌系统. 

泰事达 Pura 无菌检测隔离器 完全符合 ISO 14644-7:2004，舱体内部环境达

到 EU GMP Grade A 

  

 

 

 

ionHP+ 的优势

 高效灭菌

 快速灭菌，灭菌周期大大减少

 H202 用量大大减少

 灭菌过程中不会产生过多温升

 温度和湿度不影响整个灭菌过程

 极好的材料兼容性

 操作方便，间歇时间短

 没有污染环境的残留物产生 (“green”)

 性价比高

ionHP+

给过大量的测试研究 ，泰事达英国公司为 Pura 系列无菌检测隔离器配备专用的离

子化 H202 ionHP+. 灭菌系统

此生物净化灭菌系统.可集成使用于单台无菌检测隔离器

此独特的灭菌系统可对隔离器内部进行快速高效的灭菌，可灭绝病毒，孢子及真菌

类微生物，灭菌效果可达到 最少 log 6 减少

H202 和异丙醇溶液通过注射喷嘴形成薄雾，通过冷等离子弧完成离子化，雾化的

H202 可像气体一样快速扩散，其快速扩散的特性使H202可以快速到达到腔体内的

所有区域。相对于其它传统的灭菌方式，灭菌时间大大减少。

ionHP+ 灭菌系统是通过隔离器 PLC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包括完整的数据采集

和 H202 舱内监控.



泰事达 Pura 无菌检测隔离器系列: 

泰事达技术销售团队将与您探讨交流确认贵公司无菌检测隔离器的具体要求 

Telstar Pura 2 

单舱体隔离器 

2 手套. 

Telstar Pura 3 

单舱体隔离器 

3 手套. 

Telstar Pura 4 

单舱体隔离器 

4 手套 

泰事达 Pura 2, 3 及 4 型 无菌检测隔离器适用于小批量样品的无菌检测，客户可根据测试批量的多少选用相应的隔离器型号。

这些隔离器用于单批次的无菌检测。隔离器在生物净化灭菌前预先装载样品及测试材料，在灭菌后进行无菌测试，最后停

止隔离器结束测试。 

Telstar Pura 3+ 

双舱体隔离器 

(3 手套主测试舱 + 传递舱). 

Telstar Pura 4+ 

双舱体隔离器 

(4 手套主测试舱 + 传递舱). 

泰事达 Pura 3+ 及 4+ 型无菌检测隔离器适用于连续多批量样品的无菌测试。隔离器在生物净化灭菌前预先装载初始的测试

样品和测试材料，在灭菌后进行无菌测试。此类隔离器配有传递舱，在主测试舱内进行无菌测试时，传递舱可同时进行装

载测试样品并进行生物净化灭菌。整个无菌测试的过程是连续的，不中断的。测试样品和测试材料可安全地从传递舱传递

到主测试舱不影响整个测试环境的无菌性。



 

 

 

  

标准配置包括: 

• 内部温度& 湿度监测传感器

• 椭圆形的手套端孔，设计符合最佳的人体工程学姿势，同时为操作者提

供最大的手臂活动空间

• 手套为三段式结构设计，可在不影响无菌环境的情况下进行安全更换

• AISI 316L 不锈钢，全焊，无焊缝，内表面平滑，确保了完整的清洁度

• 支撑架采用 AISI 304L 不锈钢材料制作

• 每个舱体内的照明装置，可在舱外进行维护.

采用无菌检测隔离器的主要优势 

• 隔离器周围没有洁净室环境的要求

• 无须维护和运转周围的洁净室而降低了成本

• 减少运营成本，对技术人员没有净化服要求，不需频繁清洁、灭菌

• 从测试区域排除主要污染源（操作者）

• 显著减少假阳性检测结果的风险和以及导致产品发布上市延迟的风险，也

减少重复调查的工作

• 显著提高样品分析的效率

• 更加符合国内和国际的法规要求

• 便携性 (无菌检测隔离器可方便移机到不同的检测地点)

主要特性和优点:

• 带有报警设定点的正压操作环境，避免任何产品污染

• 单向紊流（EU GMP 级别 A），维持隔离器内部的无菌环境

• 舱体前玻璃观察板为铰链鸽翼式，需向上和向外才能开启。开启后，配

备的气体支柱将保持门的打开状态

• 所有的门采用充气密封，确保非常低的泄漏率，符合 ISO 14644-7 中的最

严格的泄露标准。

•. 对 H202 的高耐受性，不会导致过多的释气，因此大大缩短生物净化周期

时间

• 隔离器可集成不同类型的生物净化灭菌系统，满足客户的需求

• 集成或单独配置外接的生物净化灭菌系统，或采用泰事达专用的 ionHP+

生物净化灭菌系统

• 基于 PLC 的用户友好的自动控制系统，配有自动的泄漏测试功能

（保压测试）



泰事达 Pura 系列无菌检测隔离器可选项 

工厂安装选项 

• 生物净化灭菌系统

• 无菌检测泵

• 手套测试仪

• 无纸图表记录仪

• 自动升降支撑架

• H202 舱外监测传感器

• 其它类型的密闭转移装置

• 内部储物架 & 篮

辅助选项 

• 尘埃粒子监控

• 浮游菌监控

• 连续衬袋索环装置，用于连接 Gamma 照射的衬袋

• 连续衬袋封口机

• 放置袋子封口机的移动推车

法规符合性 

泰事达 Pura 系列无菌检测隔离器保证遵守相关监管机构设定的标

准和要求，以确保一致性和客户满意度，包括： 

• FS 209E 空气悬浮微粒洁净度

• cGMP 指南 (现行药品生产管理规范)

• ISPE 指南（国际制药工程协会）

•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MCA (药物控制机构)

• 美国手套箱协会指南

泰事达向客户提供一个全面的验证服务，如果需要也可提供

FAT/SAT/DQ/IQ/OQ & PQ 空白章程文件 

此外，泰事达英国公司专门的客户服务部可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以确保您的设备始终正常有效地运转。 

The production site where the products are made has been assessed 

and given ISO 9001:2008 approval 

All equipment is manufactured to allow it to be CE marked in 

accordance with 98/37/EC Machinery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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