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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演演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形成健全有序市形成健全有序市形成健全有序市形成健全有序市场场场场的最主要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

■建立自主 定

抗菌制品的抗菌性能、安全 格/基准及其标注方法

■广泛普及宣传
向消 者提供确保产品 量和安全性的抗菌制品

■信息公开

所有相关情报信息向消 者公开

目前的日本存在 济增 慢、 政 以及未来社会保障不能满足

需要等

为使 济持 有序的发展，期望与亚洲各国携手 合，共同发展，推

建立亚洲地区的“世界工厂”和“世界消 市场”，以实现新的 济增

为目标而努力

一般社团法人 抗菌制品技术协 会（SIAA）的运做和发展



抗菌制品技抗菌制品技抗菌制品技抗菌制品技术协术协术协术协 会（会（会（会（SIAA)SIAA)SIAA)SIAA)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本协 会是以创建健全有序的抗菌加工制品市场为
目标而展开活动的一般社团法人 。

http://http://http://http://www.kohkin.netwww.kohkin.netwww.kohkin.netwww.kohkin.net////

会员数：181（海外会员：5（截至2012年1月））

具体 行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 站在消 者的位置，为提高生活 量作出 献。

• 减少环境 荷、普及与微生物共存的抗菌制品。

• 自我 任及自我 。

• 量和安全性方面的信息公开。

• 普及抗菌产品的正确用法。

协 会网站摘录



日本抗菌市日本抗菌市日本抗菌市日本抗菌市场场场场 模及模及模及模及标标标标准化准化准化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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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抗菌市场 模

图2 格的 层



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展展展展历历历历程程程程 开开开开始健全日本国内抗菌市始健全日本国内抗菌市始健全日本国内抗菌市始健全日本国内抗菌市场场场场（（（（1998199819981998年～）年～）年～）年～）

－从企－从企－从企－从企业标业标业标业标准（自主准（自主准（自主准（自主标标标标准）到国家准）到国家准）到国家准）到国家标标标标准（准（准（准（JISJISJISJIS※※※※1111）－）－）－）－

※1 JIS: 日本工业标准

抗菌性能抗菌性能抗菌性能抗菌性能检测检测检测检测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行行行行标标标标准化的准化的准化的准化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为了清除在日本国内抗菌加工制品 剩的热潮中，出现的不符合消 者保护原则
的产品，健全抗菌市场

制定了抗菌效果制定了抗菌效果制定了抗菌效果制定了抗菌效果测测测测 方法和抗菌效果表示方法的自主方法和抗菌效果表示方法的自主方法和抗菌效果表示方法的自主方法和抗菌效果表示方法的自主标标标标准准准准

随后，根据 济产业省 布的「抗菌加工制品指南」，于2000年制 了国家抗菌

标准"JIS Z 2801"；同时 行了符合"JIS抗菌标准"的抗菌制品的推广和普及。

安全意安全意安全意安全意义义义义的的的的「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标标标标志志志志」」」」的的的的普及普及普及普及

SIAA通 推广“抗菌性能和安全性的相关标准”和“SIAA标志的标注”，建立了日

本抗菌制品的市场 范，从而使得切实有效的、令消 者放心使用的抗菌制品

得以普及，通 个工作历程SIAA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使命。

图3 SIAA抗菌标志

社内規格社内規格社内規格社内規格

団体規格団体規格団体規格団体規格

国家規格国家規格国家規格国家規格

国際規格国際規格国際規格国際規格

地域規格地域規格地域規格地域規格



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展展展展历历历历程程程程 加加加加强强强强国国国国 争力（争力（争力（争力（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

社内規格社内規格社内規格社内規格

団体規格団体規格団体規格団体規格

国家規格国家規格国家規格国家規格

国際規格国際規格国際規格国際規格

地域規格地域規格地域規格地域規格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标标标标准（准（准（准（JIS)JIS)JIS)JIS)到国到国到国到国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ISO)ISO)ISO)ISO)－－－－

※2 ISO: 国 标准化

从从从从对对对对全球消全球消全球消全球消 者的者的者的者的 献及增献及增献及增献及增强强强强国国国国 争力的角度出争力的角度出争力的角度出争力的角度出发发发发
通 新产品的开发， 得新的国 市场， 样的 争在全球愈演愈烈。开展以

本国技术为基 的国 标准化工作就显得日益重要。

国国国国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ISO2219ISO2219ISO2219ISO22196666」」」」的的的的发发发发行行行行

2007年10月9日以日本工业标准「JIS Z 2801」为基 制 的“ISO22196” 国 标
准正式发行。

象征安心保象征安心保象征安心保象征安心保 的的的的「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ＳＩＡＡ抗菌标标标标志志志志」」」」在全球在全球在全球在全球开开开开展展展展

符合ISO标准且易于被消 者理解的抗菌SIAA标志，可以促 国 抗

菌市场的健全成 和发展，使得全球消 者拥有“安心·安全”的使用抗

菌制品的保障。

图4 最新SIAA抗菌标志



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展展展展历历历历程程程程 全球化推广的全球化推广的全球化推广的全球化推广的开开开开展（展（展（展（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以国以国以国以国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ISO22196ISO22196ISO22196ISO22196））））为为为为基基基基 －－－－

在以下在以下在以下在以下两两两两个方面个方面个方面个方面 行了深入的国行了深入的国行了深入的国行了深入的国 标标标标准化推行工作准化推行工作准化推行工作准化推行工作

①将①将①将①将ISO22196ISO22196ISO22196ISO22196的的的的检测检测检测检测范范范范围围围围，，，，扩扩扩扩大到抗菌塑料制品以外的大到抗菌塑料制品以外的大到抗菌塑料制品以外的大到抗菌塑料制品以外的 域。域。域。域。

②②②②对 济对 济对 济对 济合作与合作与合作与合作与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OECDOECDOECDOECD）的抗菌）的抗菌）的抗菌）的抗菌实 测实 测实 测实 测 方法的制定方法的制定方法的制定方法的制定 行了支持工作。行了支持工作。行了支持工作。行了支持工作。

期望与亚洲各国携手 合，共同推 建立“世界工厂”和“世界消 市场”， 将有利于

日本以及亚洲各国的 济增 和发展。

战战战战略商略商略商略商务务务务模式的模式的模式的模式的构构构构建非常重要建非常重要建非常重要建非常重要

第一 段，促 亚洲主要国家的抗菌市场健全发展，例如以中国· 国抗菌市场的健全

发展为目标， 合相应团体机构共同定位，共同发展。

2010年7月东北亚抗菌 坛在富山市举行

2010年11月在横滨举行亚太 合 （APEC）会 上，在为期一周的日本展示周中，作为日本技术的代表之

一 ，本协会出席此次会 。

第二 段，以促 各国抗菌市场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在 合相应产业团体机构，各国政

府和学术界 密 合的同时，在本国国内做好推广工作



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日本抗菌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展展展展历历历历程程程程 SIAASIAASIAASIAA标标标标志的意志的意志的意志的意义义义义
量和安全性的量和安全性的量和安全性的量和安全性的 范，范，范，范， 护护护护抗菌制品的信抗菌制品的信抗菌制品的信抗菌制品的信 度，使得消度，使得消度，使得消度，使得消 者放心者放心者放心者放心 买买买买

具有SIAA标志的抗菌加工制品，满足本协会制定的抗菌性能和安全性标准，客户能够放心的

择和安心的使用

・抗菌性能标准：将抗菌样片 行耐水性、耐光性处理后，将 菌与抗菌样片表面 行一

定时 接触后， 行 菌数目 量 （JIS法），抗菌样片的 菌数是空白样片的100分

之一以下为合格。

・安全性标准：抗菌剂的安全性 估必 通 本协会 定的4 安全性标准

通 提交相关检测报告书和材料安全性报告等 料通 审查后使用抗菌标 的产品，其所有流通市场产
品均可SIAA使用标志

SIAA标志是本协会会员为其在市场流通的抗菌产品，提供了符合协会抗菌【自主基准】 定标准的 明

向本协会 行申 ， 审核通 后，才可使用SIAA标志

对市场流通的SIAA标志的产品，协会通 入会时会员企业 定的抗菌剂及抗菌制品的管理 任者 行定

期培 ，以及定期在市场上对会员企业使用标 的产品 行回收抽检敦促会员及时确 和改 品

产品最 任归属会员单位，自主 是制造商对自己产品符合SIAA协会 定基准的宣言性标志



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 机遇机遇机遇机遇（（（（1111））））

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 机遇主要是以下四点机遇主要是以下四点机遇主要是以下四点机遇主要是以下四点

■■■■促促促促 济发济发济发济发展与展与展与展与环环环环境保境保境保境保护护护护的和的和的和的和

国内外亟 克服的資源・环境制

强化抗菌产业国 争力和确保就业
■■■■技技技技术应术应术应术应用用用用

短期/中期 ：促 现有的尖端技术/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普及

期 ：致力于开发和普及革新性新技术
■■■■事事事事业业业业和和和和产产产产品生命周期性的品生命周期性的品生命周期性的品生命周期性的 点点点点

对产品/服务的使用 段的生命周期，采取 合性对策

■■■■确确确确保保保保 源的源的源的源的 定供定供定供定供

保护环境。

为了形成 济性和优化环境均衡发展的循环型社会，要求更有效的利用 源。



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新的成 机遇机遇机遇机遇（（（（2222））））

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措施为为为为以下以下以下以下4444点点点点

■■■■采取措施采取措施采取措施采取措施确确确确保抗菌市保抗菌市保抗菌市保抗菌市场场场场的健全的健全的健全的健全发发发发展和消展和消展和消展和消 者的信者的信者的信者的信

促 SIAA标志知名度在全球的普及

充分利用亚洲地区的发展活力，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 市场
促 建立产业、政府及学术界 动的解决方案机制

■■■■推推推推 国国国国 标标标标准的相准的相准的相准的相关关关关协协协协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推 与技术优势的国 战略

通 建立各 国 标准而强化国 争力

■■■■推推推推 国国国国 化及自我化及自我化及自我化及自我创创创创新方新方新方新方

支援抗菌国 产业･･･产业、政府及学术界的国 性合作

■■■■加加加加强强强强 政政政政运运运运 的的的的 定性和整合定性和整合定性和整合定性和整合 源源源源

有 择、有重点地应用 算

构建 政运 战略

强强强强势势势势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强强强强大的国大的国大的国大的国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 强强强强有力的有力的有力的有力的 导导导导力力力力



感感感感 您您您您的的的的倾倾倾倾听，听，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