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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R alcohol-based hand rub 含乙醇手消毒剂 

AER automated endoscope reprocessor 自动内镜清洗机 

AS Australian standard 澳洲标准 

Cfu colony-forming units 菌落形成单位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HA Canadian Health-care Association 加拿大医疗保健协会 

CHRISP Centre for Healthcare relate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医疗保健

相关感染监测和预防中心 

CMS Central Manufacturing Standards中心制造标准 

SSD Sterile service department 消毒供应中心 

EN European norm 欧洲标准 

ERCP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TO ethylene oxide 环氧乙烷气体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品和药品监督局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作业规范 

HBN Health Building Note 医疗机构建筑规范 

HEPA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bsorption 高效空气过滤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免疫缺陷病毒 

IAP inspection, assembly and packing 检查、组装与包装 

IQ installation quality 安装质量确认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ation Organisation 国际标准组织 

IUS immediate use steam (sterilization) 即时使用蒸汽 

NaDCC sodium dichloroisocyanurate二氯异氰尿酸钠 

OH&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职业健康和安全 

OPA ortho-phthaladehyde邻苯二甲醛 

OQ operating quality操作（运行）质量确认 

PAHO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泛美卫生组织 

PHC primary health centres 初级卫生中心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个人防护用品 

PPM parts per million 百万分之 

PQ process quality 过程质量确认 

PSBS preformed sterile barrier system 无菌屏障系统 

PVC polyvinyl chloride 聚氯乙烯 

QA quality assessment 质量评估 

RMD reused medical devices 复用医疗器械 

RO reverse osmosis 反渗 

RSUD reprocessed single-use device复处理一次性使用器械 

SAL sterilization assurance level灭菌保证水平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标准操作规程 

SSD sterile services department 消毒供应中心 

SUD single-use device 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 

SWOT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analysis) SWOT分析（优势、劣

势、机会、威胁） 

TSSU theatre sterile services unit 手术室无菌单元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简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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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酒精手消毒剂（Alcohol-based hand rub）：一种醇类（如乙醇，异丙醇）的液体，凝胶或

泡沫制剂，在无明显污染情况下用以减少医务人员手上的微生物数量。该制剂含有润肤剂以减少

皮肤刺激，与洗手相比使用时间更少。 

 

评审（Assessment (or Audit)）：复处理实践的全面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最佳实践标准。 

 

压力蒸汽灭菌器（Autoclave）：压力蒸汽灭菌器是一类灭菌设备，用于在 121℃或以上的高压

和蒸汽下灭菌器械和用品。就本文件而言，高压灭菌器是指在中心供应室使用的大型工业灭菌器。 

 

生物负载（Bioburden）：导致器械污染的活生物体的数量 

 

生物指示剂（Biological indicator）：含活体细菌芽孢的测试系统，芽孢对灭菌过程有一定

抗性。 

 

化学指示剂（Chemicalindicator）：是揭示一个或多个预定义变量变化的系统，变量包括灭菌

暴露前后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如颜色变化。 

 

清洁（Cleaning）：清洗的第一步需要物理地去除外来物质的污染，例如灰尘、污物。清洗还

将去除诸如血液、分泌物、排泄物和微生物等有机物质，让医疗器械可以用于消毒或灭菌。 

 

污染（Contamination）：无机物或有机物的污染总和，包括有害的、潜在传染性的或不需要的

物质。 

 

洗消（Decontamination）：去除物品上污物和病原微生物，使其安全，并进一步处理、使用或

废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医疗机构消毒和灭菌指南，2008）。 

 

清洗液（Detergent）：一类清洗剂，可提高水的渗透有机物、分解油脂和污垢的能力。为进行

有效的清洁，有必要使用清洗液。 

 

消毒剂（Disinfectant）：一类化学制剂，能够在限定条件下杀死大多数病原微生物，但不一

定包括细菌芽孢。是一类物质推荐用于杀灭无机物表面微生物。用于杀灭皮肤和粘膜上微生物的

药剂叫做抗菌剂。 

 

消毒（Disinfection）：是将活微生物数量减少到低危害程度的过程。该过程可能不灭活细菌

芽孢、朊病毒和某些病毒。 

 

分解（Dispersion）：将污垢聚集体分解成小颗粒。 

 

乳化（Emulsification）：将油脂分解成更小均匀分布的颗粒 

 

术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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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操作（Invasive procedure）：任何刺入皮肤、粘膜或进入体腔或器官的操作，包括手

术进入组织、体腔或器官 

 

医疗器械（Medical device）： 包括工具、仪器、器具、材料或其他物品，可单独使用或联合

使用，并应按厂商指示，用于诊断、预防、监测、治疗或减轻伤害、弥补残障。 

 

监测依从性和有效性（Monitoring compliance and effectiveness）：是一个审核过程，由感

染预防控制小组或类似团体执行，用以衡量感控制度的依从性水平。该审核活动将审查医疗机构

内与洗消有关的环境和流程。结果将反馈给管理者，以促进制度遵守。 

 

原器械（Original device）：一类新的、未使用的一次性使用器械。 

 

参数放行（Parametric release）：是一类放行系统，保证产品符合生产过程预期质量，并符

合与参数放行相关的良好生产实践要求。 

 

朊病毒（Prion）：是一种小的蛋白质感染单位，可能引起传染性海绵状脑病。该疾病是罕见的，

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包括人类，并且高度抵抗消毒和灭菌。 

 

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是对服务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监测和评价的方案，例如洗消，

以确保达到质量标准。 

 

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是一项维护标准的体系，该体系通过根据确定的规范对样本进

行测试。 

 

复用一次性使用器械（Reprocessed single-use device）：复用一次性使用器械是曾经在病人

身上使用过的原器械，经额外的再处理和再生产，用于同一病人的再次使用。 

 

复处理（Reprocessing）：使污染复用器械准备好再使用的所有必要步骤，包括清洁、功能测

试、包装、标记、消毒和灭菌。 

 

皂化（Saponification）：是一个化学过程，使脂肪形成溶于水的皂化液。 

 

一次性使用器械（Single-use device）：是一类器械用于一次性使用，或用于单个病人的单次

使用。 

 

灭菌（Sterilisation）：是一个经方法确认的程序，用于去除物品中存活微生物，包括病毒和

芽孢，但不包括朊病毒。 

 

表面活性剂（Surfactant）：是一类通过降低表面张力增加对污染物渗透力的制剂。 

 

悬浮液（Suspension）：是悬浮在水中的持续不溶性颗粒。 

 

方法确认（Validation）：是一项文件化的程序，通过获取、记录并解析结果，建立对医疗器

械持续消毒和灭菌的过程。 

 

方法验证（Verification）：通过提供客观证据，确认已满足规定的要求。 

 

水的软化（Water softening）：去除硬水中的阳离子。软化水与洗涤剂更相容，并能延长管道

和设备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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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每年有亿万人为医疗保健机构内可避免的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所影响。HAI 的影响因素复杂，主要体现在政策、基础设施、社会组织和认知等意识

的落差，还包括医务人员行为缺陷和患者本身因素。通过宣教、最佳实践和设施改善，感染

预防和控制团队（IPC）希望防止院内感染对病人和医务人员造成的伤害。 

 

医疗器械和物品的灭菌和洗消是重要的感染控制措施。事实上，手术器械的不正确灭菌、复

用器械（如内镜、呼吸机、复用血透器）的不正确消毒仍时有发生并导致院内感染。另外，

一些基层单位由于资源缺乏，也常发生违规事件如一次性医疗器械的复用、器械洗消流程不

符合规定等。灭菌和洗消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需要专用的设施设备，并包含几个涉及全院

的重要步骤，从器械收集、部门对接、灭菌、储存到发放。通过质量控制程序评估设备功能

正常运转也极为重要。 

 

污染器械复用或不恰当灭菌/洗消流程造成的常见院内感染（HAIs）是手术切口感染（SSI）、

乙肝、丙肝和 HIV 感染，导尿管、导管相关感染和呼吸机相关感染。 

 

根据最近广泛流行和逐渐受到关注的耐药性传播，有很多国家已经引起注意并增加投入，改

善感染控制基础设施，改进实践操作。在此背景下，本手册能给医疗卫生管理者和医护人员

在基础设施改善、有效灭菌的标准实践和医疗器械的洗消等方面提供指导。本手册是泛美卫

生组织 2009 年版“医疗机构灭菌手册”的彻底修订和更新，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感染预防与

控制（IPC）全球总部、泛美卫生组织和一大批国际专家的近距离合作。 

 

WHO 洗消和灭菌工作组 

由于在无菌服务方面的指南缺乏，尤其应中、低收入国家的要求，现有的泛美卫生组织手册

由两个重量级团队 Drs Silvia I Acosta-Gnass 和 Valeska de Andrade Stempliuk 孜孜不倦地编

写。本手册已与世界卫生组织感染预防与控制（IPC）全球总部联合修订，扩大了全球范围，

并适合那些仍没有或运行不当的消毒供应中心（SSD）的国家参考。本手册的目标是提高全

世界范围内医疗机构无菌服务标准。 

 

工作组还包括了多位在器械复处理方面有大量经验，并知晓相关法律法规、流程和供应室良

好运行的国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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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消的循环周期阐明了洗消的显著特性，每个步骤的重要性不分先后（图 1）。这个章节描

述了无菌服务的三个重要特性：风险评估、质量保证和环境清洁。更多细节将在无菌服务章

节中展开。 

 

图 1. 洗消循环周期  

 

 

 

 

来源：Health Building Note 13 (HBN13), Department of Health, United Kingdom, 2004 

 

质量保证 

简介 

无菌供应循环的每个步骤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保证无菌复用器械在手术过程中良好和安全的

获取 

1. 购买 

2. 租借 

清洗 消毒 

检查 

包装 

丢弃 

1. 医疗废物 

2. 还租 

灭菌 

转运 

储存 

使用 

转运 

所有步骤需要 

位置 

设施 

设备 

管理 

制度/流程 

无菌服务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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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洗消循环中出现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巨大的花费、重大的灾难并且严重威胁着病人和

员工的生命。 

有必要建立质量保证（QA）管理系统，为存档和质量控制提供框架。质量保证的核心是对

复处理的每个步骤进行方法确认，确认记录需保留长达 5 年，这由各国医疗卫生部门制定

规范。 

质量管理体系的必要组成 

记录存档和记录保存：洗消循环应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不同洗消步骤需用到的个人防护用品 

- 器械清洗：防水围裙、发套、面屏、密闭的鞋、耐用手套 

- 检查、装配、打包/包装：发套、清洁无纺布隔离衣 

- 灭菌区：清洁工作服、发套、隔热手套、密闭的鞋 

 灭菌监测：使用生物指示剂和化学指示剂控制 

 产品无菌放行标准：参数放行以确保医疗器械在确认的灭菌参数下灭菌 

 记录保存：所有洗消活动应当存档并且保留必要长的时间（国家标准规定） 

 器械追踪和追溯：追踪追溯体系可以手工完成也可由电脑完成，该体系实现医疗器械从

病人处召回 

 储存和运输 

 预防性保养过程、计划和合同 

 过程或材料变更标准和变更制度 

 洗消场所内的感染预防与控制： 

- 手卫生 

- 个人防护用品 

- 着装标准和个人卫生 

- 锐器的安全处理 

- 事故和报告 

- 废弃物管理 

- 运用空气动力检测空气流量控制 

- 环境清洁 

 

职业健康和安全（OH&S）：制度和过程（详见职业健康和安全） 

 

教育和培训：内部和外部员工（详见教育部分） 

 岗职工作所必需的计算能力、读写能力和动手能力； 

 应开展有效、适用的培训和评估，鼓励员工发展。 

 

风险管理：确保不符合项、事故和错误能及时识别、研究、评估和存档。 

 

对国际标准和欧洲标准的认知：与质量管理系统相关的 

 国际标准组织（ISO）：ISO 13485（2003）与医疗器械、质量管理和常规要求相关。 

 

 

评审：通过察看灭菌过程、操作流程和督导员工进行定期评审 

 评审条款应细化，并交由部门管理者审阅（也可以是机构内的领导或当地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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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应包含哪些内容？ 

 质量保证包括已认证 QA 体系的贯彻和实施； 

 资源和培训； 

 制度和流程； 

 灭菌和洗消设备的常规保养和方法确认； 

 灭菌程序和医疗器械来往灭菌、病人之间的追踪追溯； 

 良好作业规范（GMP）的要求。 

- 防范诉讼 

- 提升客户信心 

- 持续评估 

- 风险评估 

- 不间断评估与风险处理 

 良好的服务基于理解与协作 

 积极的过程 

- 视事件为挑战而不视为问题； 

- 创建一个学习、支持的环境，避免形成责怪、推诿的风气； 

 

方法确认 

方法确认通常运用于洗消设备和洗消程序。洗消循环的每个步骤都需要方法确认，这是质量

保证体系的一部分，并在每个有关洗消的部分都会提及。然而并不是所有消毒供应中心都要

满足如此高标准的方法确认，设计一套适合自己医院的最佳实践是本文件的宗旨。 

 

洗消过程的方法确认包括以特定方式系统地开展洗消流程，并通过计划使过程改进：建立临

时方案、列出检查清单、附带评判标准的方法确认协议、需要使用的资源和风险分析。 

 

灭菌方法的评价 

国际标准 ISO 90011（通用质量 general quality）和欧洲标准 ISO 134852（医疗相关用品的

安装维护质量）的出台让机构评价并逐步提高自身系统成为可能。就灭菌而言，灭菌程序应

确保灭菌保证水平（SAL）10-6，根据规范生成产品或服务，并与已建立的质量特性保持一

致。 

 

注：欧洲标准 EN460013 1997 定义了灭菌医疗器械在灭菌时应该达到灭菌保证等级

10-6 个菌落形成单位 cfu。 

 

洗消过程的方法确认参考了 ISO 13485、欧洲中心制造标准（CMS）和美国 GMP、食品药品

监督局（FDA）的基本要求。 

 

                                                                 
1EN ISO 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2EN ISO 13485:2003 Quality managements systems – regulatory compliance for medical devices 
3BS EN 46001:1997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EN ISO 9001 to the manufacture of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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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器灭菌过程的方法确认 

灭菌过程方法确认，是通过与已验证过的、记录清晰的方法作对比，验证一个该灭菌过程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就灭菌而言，贴上写有“无菌”字样的标签是该产品经过灭菌过程方法确

认的唯一放行。 

 

方法确认还包含以下内容： 

 安装资质认定（IQ） 

 运行资质认定（OQ） 

 性能或过程资质认定（PQ） 

 文件化 

 微生物运行资质认定（MPQ） 

 方法确认报告和证书 

 

通过这种方法，灭菌过程就能够以文件化的方式证明温度、时间、压力等参数在整个灭菌过

程中达到已验证参数的规定，验证参数是通过三个连续成功循环得出的。 

 

安装资质认定（IQ）：是证明设备按要求提供和安装并形成文件的过程4。 

 

IQ 包括确保设备正确安装、根据厂商指导正确操作和各国标准的应用。 

应采取下列步骤： 

 确保管路正确安装：水路、蒸汽、电路、压缩空气、空气流通等。这个过程确保不同的参

数均符合厂商指导和应用规范。 

 确保设备的各种安全功能根据标准正确运行。 

 确认机器按照正确的技术文件装配，如安装计划、技术/操作手册等。 

 

运行资质认定（OQ）：是获取证据和文件化的过程，证明已安装设备在预设限值内运行，并

在操作上与预设流程一致。包括查证灭菌器的不同尺寸，正确控制元件功能，以及在厂商规

定的使用范围内使用。此外，它还旨在查证设备腔体内温度分布是否平均，是否符合国家标

准规定的参数。为达到上述要求，预真空灭菌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元件控制和调节的校准 

 执行一次真空测试循环 

 执行一次 BD 测试循环 

 完成 3 次空锅运行温度测试，获得腔体内所有点位的温度概况 

 

对于下排式灭菌器 

 元件控制和调节的校准 

 完成 3 次空锅运行温度测试，获得腔体内所有点位的温度概况 

 

注：这是程序微调的重要阶段，证明设备面临不佳情况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性能资质认定（PQ）：是获取证据和文件化的过程，证明已安装设备在操作流程上与预设标

                                                                 
4ISO/TS 11139: 2006 Sterilization of healthcare products -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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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保持一致，并产出符合规定的物品。 

 

注：这是最后的阶段，包括检验过程的可靠性、培训的严谨性，检查操作者资质，检

查作业指导书的可行性并是否按其操作。 

 

应通过对每种类型的装载进行 3 次温度测试，获取每个点的温度状况验证过程质量。 

 

灭菌器装载确认 

确认过程的所有点（特别是容易发生污染处）是很重要的，包括清洁、检查、包装与打包、

医疗器械的装载与卸载。这些参数由性能资质认定（PQ）确认，评价标准的文件化应由使

用者检查。 

 

技术与材料 

文件化的证据促使灭菌过程达到高度安全，以下方面应纳入考虑： 

 装载内物品的位置 

 装载的包装 

 循环的选择 

 如何卸载 

 重复三次 

 

灭菌器确认的主要组成 

评审 

这个过程是用来证明、留存证据并证实该设备在使用中根据安装使性能要求满足特殊设计和

技术细节。 

 

运行的资质 

这个过程证明检查设备已确认可生产该产品能力，在操作时能遵守过程规范。涉及以下内容： 

 设备的证书 

 设备有效性检验 

 设备日常运行的监测 

 如识别到日常变更需确认 

 

灭菌器种类和确认方法 

干热灭菌程序的确认 

确保干热灭菌器可用、安全、有效。确认过程表明干热灭菌器将保证灭菌过程始终是以同样

的方式和质量进行。其目的是保证灭菌器按预先确定的参数进行干热灭菌。 

 

技术和材料 

该过程的验证包括满足用户使用的最少步骤和评价标准。 

此外，有记录的证据为这一过程提供了高度的安全，应考虑以下方面： 

 设备质量：电气安装(电压)、结构、尺寸和通风应确认。 

 运行资质确认：根据操作手册和保养说明书确认设备各部件的功能。同样，应生成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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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更换和技术服务的报告。 

 性能资质确认：确认已建立的物理参数、包装类型、装载类型及其注册、材料种类(数量

和体积)、腔体内物品的安排和容量，以及对化学指示物的充分利用。 

 

压力蒸汽灭菌程序的确认 

为保证过程的安全性、适应性和有效性，必须对湿热灭菌进行确认。确认过程表明湿热灭菌

将保证其始终以同样的方式，以同样的质量进行。目的是保证湿热灭菌按预置参数进行。 

所有这些验证可以由 IQ,OQ 和 PQ 来定义，如上所述。 

 

IQ:这包括验证设备是否已根据制造商的要求和每个国家的标准正确安装和安全操作。应采

取以下步骤： 

 验证正确安装连接:水、蒸汽、电、压缩空气、通风等。 

这个过程验证不同的参数满足制造商规范和适用的法规。 

 根据发布的标准，验证设备的正确运行，不同的安全功能。 

 确认机器配备足够的技术文档,即安装计划,技术/操作用户手册等。 

 

OQ:这包括验证灭菌器不同的测量和控制元件正确运转并在制造商指定的范围内。此外，它

还验证室内的温度分布是均匀的，并在国家标准指定的参数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预真空

灭菌器应采取以下步骤: 

 校准和控制元件 

 运行空锅测试。 

 运行一次 BD 测试 

 在一个空腔内放置三个温度测试，以获得室内各点的温度概况 

 

对于下排式灭菌器（displacement autoclave） 

 校准和控制元件 

 在一个空腔内放置三个温度测试，以获得室内各点的温度概况 

 

PQ:本程序文件和验证整个灭菌过程中温度、压力和失败率的参数在负荷范围内均是符合国

家标准规定的。通过对每一种装载进行 3 个温度测试，并在各点上获得温度剖面，证明了

该工艺的质量。 

 

技术和材料 

该方法确认应该通过确认以下因素的质量来进行: 

 环境：安装应该得到验证。物理区域包括结构本身，气候控制规模，以及安装的蒸汽和压

缩空气网络。在液压安装方面，应注意水的硬度。在电气安装方面，应注意电压、保护装

置、安装和蒸汽质量。 

 设备：应确认灭菌器的安装结构，包括在灭菌器舱门附近的物理适应、一体化和通风，以

及墙壁和设备之间的最小距离，以方便维修。 

 OQ。必须确认操作手册的存在，如最常更换部分的注册表、技术服务注册的信息以及证

明设备运行的凭证。 

 PQ。这应该通过评价有效性和效率来评估。已确定的物理参数、包装类型、装载类型及

其注册信息、材料种类(数量和体积)、舱内材料的安排和容量，以及对生物和化学指示剂

的适宜使用都应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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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中，应连续 3 天进行 3 个 BD 测试循环，和负载后的 3 个完整周期

的生物和化学测试循环。 

在下排气压力蒸汽灭菌器（gravitational autoclaves）中，应该用空锅进行测试。一个常见

的问题是，预防性维护没有进行，最常见的处理是等到设备故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为防止

设备故障，建议每年至少定期检修一次。 

 

环氧乙烷（ETO）灭菌的方法确认 

方法确认应由环氧乙烷灭菌器的制造商确定并提供(参见上面的 QA 部分)。 

技术和材料 

该方法确认应该通过确认以下因素的质量来进行: 

 环境。安装应该得到验证。物理区域包括结构本身，气候控制规模，以及安装环境气体

向外部抽送系统的需要。此外，应观测电气装置、电压和保护装置。 

 设备。应确认灭菌器的安装结构，包括它的物理适应、一体化、通风和墙壁和设备之间

的最小距离以便于维护。此外，还应确定一种装置的存在，以测定环境中环氧乙烷气体残

留。 

 质量。必须确认操作手册的存在，包括最常更换部分的注册信息，技术服务注册的信息，

以及证明设备运行的凭证。 

 PQ。这应该通过评价有效性和效率来评估。已确定的物理参数、包装类型、装载类型及

其注册信息、材料种类(数量和体积)、舱内材料的安排和容量，以及对生物和化学指示剂

的适宜使用都应得到确认。 

应连续 3 天负载完成 3 个完整的生物和化学监测循环。 

 

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的方法确认 

技术和材料 

该方法确认应该通过确认以下因素的质量来进行: 

 环境。安装应该得到验证。物理区域包括结构本身，气候控制规模，以及安装环境气体

向外部抽送系统的需要。此外，应观测电气装置、电压和保护装置。 

 设备。应确认灭菌器的安装结构，包括它的物理适应、一体化、通风和墙壁和设备之间

的最小距离，以方便维修。 

 OQ。必须确认操作手册的存在，包括最常更换部分的注册信息，技术服务注册的信息，

以及证明设备运行的凭证。 

 PQ。应使用微处理器评估物理参数。此外，还应使用特定的生物和化学指示测试包。它

由一个塑料托盘组成，托盘有个小孔通往一个封闭空间，里面藏有指示剂。化学指示剂表

明过氧化氢气体，这个灭菌循环的重要组成，已被引入灭菌腔体。生物指示剂是一个放在

特卫强包装中的包含 106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的纸条。 

物理参数应通过一个测试包来确认，然后连续 3 天负载完成 3 个完整的生物和化学监测循

环。 

 

所有机器方法确认活动概况 

 创建一个多功能的方法确认团队 

 计划方法并定义需求 

 识别并描述流程 

 指定过程的参数和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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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主确认计划 

 选择确认方法和工具 

 创建确认协议 

 执行 IQ,OQ 和 PQ，并记录结果 

 确定连续过程控制 

 编制最终报告并确保行政审批 

 提供过程的持续控制。 

 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 

 

什么时候进行灭菌方法确认? 

 在第一次使用前应进行消毒方法确认，并在此期间定期进行，至少建议一年一次。 

 一旦设备安装完毕，该中心的员工和制造商的技术服务将共同进行一次测试。 

 这个测试确认设备在指定的环境下工作正常，并且应该重复。 

也包括以下任何时候： 

 损伤修复 

 进行了维护操作 

 包装材料的修改 

 负载的组成有了很大的修改 

 

净化和灭菌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有助于识别、分析和评估 SSD 过程的风险。它解决了以下问题: 

 风险评价评估标准的定义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决策的职责 

 提供风险预防的资源 

 内部和外部沟通，确定风险(报告) 

 具有风险管理的员工资格 

风险管理是计划、实施、监控和持续改进的过程(Deming cycle“plan- do - check - act”)。 

 

 
 

计划 

行动 执行 

检查 

图 2. 戴明循环 “计划 -执行 -检查 -行动 ” 



 

23  无菌服务的概况 

无菌服务的风险评估 

医疗器械 

为了确定特定医疗器械需要的洗消程度，了解清洁、消毒和灭菌的区别非常重要。 

 

 

清洁 体液、灰尘或外部污物的物理清除。清洁将减少表面污染物及微生物数量，

允许该表面更好地与消毒剂或灭菌介质接触，并降低污染物干涸的风险。

去除污染物同时也会降低化学消毒剂失活的风险，减少微生物繁殖。将该

物品的污染程度降至可进一步处理或后续使用所必需的程度。[ISO/TS 

11139 ] 

消毒 在不危害健康和安全的水平上破坏或去除微生物。这一过程不一定包括细

菌芽孢的破坏。 

灭菌 完全破坏或去除微生物，包括细菌芽孢。 

无菌无活的微生物存在的状态 

灭菌使物品不存在活微生物的过程，并经过方法确认。 

 

考虑到这些定义，可以应用风险评估来确定洗消程度。这就是所谓的“Spaulding 分类”。这

个系统应该被应用于根据它的预期用途对一个复用医疗器械(RMD)进行分类，以及随后需要

的再处理水平，以使 RMD 安全地重新使用。 

RMDs 的分类如下: 

 高度风险（Critical） 

 中度风险（Semi-critical） 

 低度风险（Non-critical） 

 

表 2.根据 spauding分类法制定的复用器械洗消制度  

 

风险等级 洗消水平推荐 医疗器械示例 

高度风险 

穿过皮肤粘膜或进入

无菌组织 

灭菌 外科器械、植入物/假体、硬式内镜、

注射器、针具 

中度风险 

接触粘膜和体液 

消毒（高水平） 呼吸机设备、非侵入式软式内镜、便

器、尿瓶 

低度风险 

接触完整皮肤 

清洁（可见物清洁） 血压袖带、听诊器 

 

可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来确定使用何种洗消方法。这将取决于医疗器械的使用、物品是否耐

热、资源/设施的可及性以及复处理所需时间。 

 

表 3. 确定将要使用的洗消方法  

可提出的问题 将要开展的评估 

1.该器械的使用目的？ 该器械是否侵入性器械 

表 1. 洗消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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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厂商复处理指南？ 与粘膜、皮肤、体液或是潜在感染物质接触 

表 2 中提到的洗消水平等级 

3.该物品能否复处理 该物品能否彻底清洗，供应室是否有条件清洗、消毒和灭菌 

4.清洗、消毒、灭菌的设施和

物资是否满足要求 

看看哪些资源是可用的。尽可能不要在缺乏物资/设施的情况

下勉强消毒和灭菌 

5.该器械下次使用的时间 该物品能否送至供应室洗消，是否必须在使用点处理？病人

需使用的器械数量是否足够？ 

 

 

处理设备或机器 

所有处理设备必须对性能进行评估，并确保正确的医疗器械在正确的机器上处理。这是确保: 

 处理设备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医疗器械复处理的适当周期 

 厂家指南应包括安装、调试和处理设备的使用 

 如果机器失败或功能不正常，则提供其他处理方法 

 有计划良好的预防性维护和定期维修 

 

此外，SSD 经理必须接受培训，以识别风险管理的基本要素。该部门团队也应该接受教育和

培训，以识别故障，和进行与厂商不冲突的小型维修。 

 

 

控制/测试程序和检查 

SAL 的定义为单个单位在经过灭菌程序后的灭菌失败概率。器械但凡经过灭菌，就应进行测

图 3. 洗消一体机风险评估案例  

计划 
应有足够数量的设备以处理 
器械，包括灭菌失败后的 
召回系统 
 

检查 
洗消活动和性能记录 

执行 

 器械处理流程 
和维护保养计划 
经历报告 

行动 
灭菌失败后，应启用替代方法 
（如手工清洗） 
设备替代计划 
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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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确定是否已处于无菌水平。 

 

表 4. 洗消流程和方法确认及其运用的汇总  

流程 方法确认内容和实施时机 
 

清洗 每日 

清洗剂和消毒剂的使用 

每项 

使用肉眼或清洗测试控制清

洗结果 

消毒 每日 

在一定浓度、温度和 PH 值范围内使用

消毒剂 

每锅 

暴露时间 

化学灭菌器  每个过程 

生物指示剂 

化学指示卡 

物理参数 

每项 

包外指示卡 

湿热 

(蒸汽灭菌器) 

每日 

用于测试多孔装载蒸汽渗透的 BD 测

试 (预真空灭菌器) (空腔器械的螺

旋测试，若可及) 每周清洁腔体 

每个过程 

生物指示剂 

化学指示卡 

物理参数与运行认证相适应 

每项 

包外指示卡 

 

维护 

与再加工设备制造商签订协议，定义何时以及哪些部件应该被控制和/或替换。用于指导: 

 每六个月:对所有关键机器的有限的预防性技术控制 

 每年:多方面技术控制和方法确认。 

根据风险管理分析，所有被分类为关键的机器都需要一个缜密的维护和更换计划，如灭菌器、

蒸汽发生器和洗脱器。 

 

评审 

评审员协助确保所有的灭菌过程都按照国家和国际标准执行。评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检查遵

守当地的程序和灭菌标准，并建议改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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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层级 

 

教育和培训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无菌服务或者他们常说的“洗消科学”自身的权威性已得到认可。在

中低收入国家，供应室仍然属于护理分管，它被认为是手术室综合体的附属。 

 

许多供应室由专业人员管理，他们有资格并专门从事手术室实践，但本质上他们接受的培训

仅在流程上而不系统。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仍然很普遍，因为没有提供无菌服务的职业路径

或人员配备结构。 

 

最好的情况是供应室负责人，不论他们最初的培训如何，都要重新培训并获取洗消科学的证

书。不仅这个负责人，其他层级的员工也应该是构成详细职位描述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一

个强有力的培训和教育方案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应包含一定的基本概念，并应根据这些标准

对操作人员和主管的表现进行检查。不仅实践操作需要定期更新，而且与设备和技术的新发

展有关知识也应定期更新，介绍给供应室工作人员。 

 

注：不推荐清洁工（housekeeping）清洗器械，除非他们也接受培训和认证，并进入

供应室人员编制。 

 

供应室人员层级组成举例如下。 

学历要求和资质： 

入门操作者：高中毕业证书 

培训 2 年的操作者：完成供应室基础课程 

培训 2 年的操作者：完成供应室基础课程 

培训 5 年的操作者或监督员：完成供应室中级课程 

8 年以上培训或管理级别：完成供应室高级课程 

工作人员应适当地胜任其工作级别。然而，当地医疗机构也应该考虑到工作人员等级要求的

能力，并确保教育方案相适应。“参与复处理的新员工首先应获得并维持他们的资质，应该

有一个程序来确保资质的持续，包括定期开展的培训和定期的资质评估，所有的原始资料、

培训和继续教育都应存档”5如果有认证机构的正式课程开展，应该鼓励机构内员工参加。 

                                                                 
5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Health.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critical 

andsemi-critical medical devices in BC Health Authorities 2011. Available from: 

http://www.health.gov.bc.ca/library/publications/year/2011/Best-practice-guidelines-cleaning.pdf. (Accessed 20 

Augus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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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历要求和资质  

级别 证书 课程 

入门级操作工 高中毕业证书 供应室基础课程 

主管  供应室中级课程 

经理  供应室高级课程 

 

供应室基本课程 

所有从事复处理医疗器械的人员都应意识到自身、病人、医疗器械和环境的风险。 

标准预防和常规实践应该是员工培训的一部分，预防对血液和体液的职业暴露。 

 

目标6 

 旨在使无菌服务操作员和管理人员熟悉无菌服务的基本原则。 

 了解医疗机构洗消、灭菌和工作场所器械运作的基本原理 

 为选择合适的人员在无菌服务领域进一步学习 

 在无菌服务中建立以前未被认可的职业路径 

 

内容 

 介绍微生物学、微生物种类和传播途径 

 对日常工作相关的无菌服务进行风险评估 

 在普通服务和无菌服务中的预防传播方法 

 医疗器械洗消和清洗的意义和重要性 

 把清洗方法评价作为风险评估的一部分 

 医疗器械化学消毒剂和最佳实践 

 灭菌原则，“做与不做” 

 灭菌器的装载与卸载 

 设备购买和确认过程 

 

供应室中级课程 

目标 

 解释一项深入拓展的知识，理解洗消、灭菌原理。 

 作为管理层级提高科室设备的洗消和灭菌以供患者的安全使用 

 促进无菌服务，促进患者照护 

 通过取得学位或同等学历建立供应室职业路径。该项课程的顶尖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供应室

管理高级课程的机会。 

 

内容 

 介绍一个由供应室管理者和工程师组成的洗消团队 

 无菌供应循环的深入回顾和评价 

 物理消毒的方法 

 确保人员遵守的一般感染控制概念和安全 

                                                                 

6Unit for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Cape Town. South Africa. 

http://www.sun.ac.za/uipc. Accessed 20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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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剂——一般使用和丢弃 

 内镜单元和消毒 

 灭菌的深入知识，包括灭菌设计 

 干热灭菌的可选方法 

 单次使用物品的复用按照使用说明 

 灭菌动力学——物理学 

 包装和转运 

 追踪和可追溯 

 确认、测试和保养——记录保存和存档 

 国际标准和参考 

 案例分析——批次召回 

 生产率介绍 

 

供应室高级课程 

目标 

 解释深入扩展知识并从管理角度观察洗消和无菌服务。 

 为促进无菌服务和促进患者照护进行系统分析和项目管理 

 

内容 

 ISO 标准的深入探讨 

 变更管理 

 领导风格——SWOT 分析 

 生产率管理 

 部门结构，人员和质量管理——优化设施齐全 

 财务管理 

 起草应急预案 

 深入确认 

 产品放行流程 

 完成质量手册的报告 

 管理者的角色扮演 

 

人员比例 

人员的结构和数量差别很大，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规范指出如何计算人员编制比例。 

下列给出了基于 2 个参数粗略计算人员数量的范例。 

 

 手术数量和会诊的数量——按每名人员每年 3000 人计算。 

 手术室（外科）托盘的处理数量。如果是自动清洗程序，大致概况是每名员工每年

1500-2000 个托盘。 

 另一个方法是一项对时间和工作量的研究，对大量复杂器械（从范例到单个 RMD 或复杂

托盘）和特制品的复处理。复处理需要的劳动平均需要 10 分钟。与 1 个月的工作数约

30000 次相乘=300000 分钟除以 60=5000 小时除以 8=625 件每月，然后得出整个团队的

工作量。 

 人员编制水平也将取决于对 SSD 服务的财政投入。如果一名 SSD 操作员也作为护工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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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复用设备，那么该人员还提供了一个使用点的服务。 

 

对人员结构的建议在不同系统略有不同。图 4 给出了一张基本结构的范例。小型的供应室

中质量评估经理和培训经理可以是合并职位，不像大型供应室是 2 个独立的职位。 

 

主管们轮班工作，监督操作员在特定工作区域的表现。最低要求是在污染区域和清洁区域至

少各一名主管，但在较大的 ssd 中可能需要更多。 

 

 

要计算供应室需要的人员数量是很困难的。在初级健康中心（PHC）灭菌区，任务通常由临

床人员执行。影响供应室人员数量和使用的因素很多，下面会列出其中一些。 

 

工作流程和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影响员工的数量和员工时间的最佳使用。每个班次员工所需数量取决于

几个参数。 

 手术数量峰值影响员工数量和 24 小时班次。 

 外科托盘的数量和手术清单所需器械数量。设备数量越少，就要运行更多循环次数，就需

要更多的人员，不论昼夜。 

 如果手术托盘灭菌前需要长距离转运，那么白天班次和晚上班次的工作负载将会相似。在

进行特殊手术的医院里会有不同类型的医疗器械，可能有更多的器械需要复处理。 

 

图 4. 供应室人员层级示例  

供应室 
副经理 

 

供应室 
经理 

质控 
经理 

培训 
经理 

操作工/ 
技术员 

操作工 操作工 

 

操作工 

 

操作工 

 

操作工 

 

主管 
( 清洗区 ) 

主管 
( IAP ) 

主管 
( 无菌与分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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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洗消和无菌服务是 GMP 控制的必要的、高度专业化的过程，不是所有国家 GMP 是为单个使

用物件的制造商服务的，在 GMP 控制下，所有的医疗器械都是或应该被重新加工。SSD 是

由合格的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提供的需求主导的服务，其所有职能都由经过国际或国家标准

验证的流程管理。 

 

在 SSD 之外处理的医疗器械不能被控制，并且认为是不安全的，除非处理过程受到高

级别工作人员的监督，同时这些工作人员的资质与供应室人员相当。 

 

SSD 的主要目的是为病房、重症监护区、门诊手术、营养、透析和内窥镜的临床操作提供安

全、复处理、可重复使用、侵入性的医疗器械。 

 

SSD 的基本作用是接收、清洁、洗消、包装、消毒和分发医疗器械。这些器械在复处理设备

中被重新处理，例如洗消一体机和消毒设备，这些设备通常需要维护和验证，以防止交叉污

染和感染病人。这是由受过良好训练的、知识丰富的 SSD 工作人员，在经验丰富的 SSD 管

理人员的监督下实现的，后者了解并实施风险管理和 QA 策略(图 1)。 

 

供应室部门结构 

SSD 可以根据所服务人口的多少、需要支持的手术数量以及从供应室到使用点的距离等参数

进行布局。明智的做法是，根据工作量、人员配备和财力资源，选择最有效、最合适的布局，

但部门的基本功能和完整性不应受到损害。 

 

SSD 的优点和缺点 

SSD 是一项集中化处理的机制，所有需要复处理的器械在指定区域处理，该区域是专门为这

个目的建立和运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部门在无菌服务领域发展了技能、知识和经验，

使复处理器械使用更有效，使器械运送更安全。 

 

集中化处理有几个优势，许多国家都接纳了这个观点。 

 高效：通过集中 SSD 服务和巩固各级员工，最大限度地提高知识和经验，从而促进安全

生产和复处理。每个人在团队中都扮演重要角色，致力于提高效率。 

 经济：关键设备的初始投入较高，但处理设备，如洗消一体机和消毒器，可优化使用并提

高成本效益。通常，手术刀一类的器械可以进行适当的轮换，从而延长器械的寿命，特别

是在这些器械可追溯的情况下。 

 安全：通过集中 SSD 服务，系统可以升级和现代化，这将提高病人的安全。 

供应室（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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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工作人员将接受培训和教育如何使用处理设备，并结合指导方针和标准操作规程(SOP)，

这些措施将确保个人和病人的安全。 

方法确认：确认可以使处理系统标准化，从而改进 QA 程序。 

 

缺点是: 

 最初的资本支出很高，要购买处理设备和足够数量的医疗器械，以确保在使用的时候有足

够的供应。 

 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运输系统，包括内部和外部，确保运送到所有的使用点。SSD 应该有

自己的运输收集和交付系统。还要考虑备选路径以防原路径崩溃。 

 使用点手术室清单和紧急系统必须提前记录，以允许足够的器械供应。 

 在一些国家，SSD 是私有的，工作由机构承包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方法确认和 QA 系

统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实体。 

 

SSD 的布局 

在理想情况下，ssd 的结构应物理分隔为单向从污到洁的工作流程结构。 

应设置物理屏障，如在去污区与包装区设置隔墙或双门(通过)的洗消一体机，以及在包装与

无菌储存区之间设置双门(直通)消毒器。人员或器械的流程不应交叉，除非有特殊情况，例

如退回未正确清洗的器械。该空间应设计为确保工作人员和器械从污染区到清洁区的单向移

动，以尽量减少生物污染和微粒污染。 

 

基本标准是： 

 入口及走廊(公共区域) 

 二次更衣区（Gowning）指导人员在进入工作区域前先更换防护服 

 污染区接收使用后的医疗器械(脏污区) 

 检查、组装和包装[IAP](清洁) 

 灭菌区(灭菌器) 

 无菌储存(冷却及短期储存) 

 行政及工作人员休息及更衣区（changing areas）(必须远离工作区域) 

 器械、化学品及包装物料(原料及 SSD 产品)的储存 

 

小型灭菌专用单元 

小型单元可以不是集中化处理，可以位于手术室、内窥镜检查室或诊断部门。手术室无菌服

务单位(TSSU)已不再认可，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例如手术室太远，同时手术器械、手术托盘、

处理设备和资源(包括运输)有限。如果这类小型单元确实存在，则必须接受更大一级 ssd 的

监管，受控于完整的方法确认系统。 

 

SSD 选址的 10 条规则 

1.SSD 应与所有其他工作区域物理分离，并且不干扰常规临床活动。 

2.SSD 不应作为其他部门的附属，比如手术室。 

3.SSD 不能用作通道。 

4.SSD 应专门用于器械复处理，并且区域划分清晰。 

5.SSD 的设计是让“污染”和“清洁”的活动隔离。 

6.SSD 的设计是为了促进从“污染”区域向“清洁”区域的单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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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SD 宜在更衣区前设置专用的员工区域，包括淋浴、厕所设施和储物柜。 

8.进入污染区和清洁区（例如 IAP 室）之前，应该通过单独的、专用的二次更衣室（gowning 

room），该更衣室应有手卫生设施。 

9.污染区、IAP、灭菌及灭菌卸载区域不应设置可打开的窗户、窗台和难以清洁的区域。 

10.污染区、清洁区、IAP 区和灭菌区应尽量减少房间内的环境噪音水平。设备安装，建筑

施工和机器维护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空间规划 

在 SSD 中规划空间时需要考虑几个方面。每个机构有其特殊性和不同需求，但本质上污染

和清洁的区域必须清楚地划分和分开，不允许人员和器械交叉。这将对所需空间、人员数量

和物品转运产生影响。 

 

SSD 的大小 

用于医疗器械复处理的空间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定或标准，但有一些立

法7提供了一个粗略的空间测量指南。如有国家规定应参照执行 

 

空间(SSD)估计可基于以下考量： 

 机构规模(分类:小、中、大8) 

 平均每天的手术次数和类型 

 SSD 需供给的床位数量 

 其他指标有: 

—单个医疗器械或其他复处理器械的使用频率是多少? 

—内窥镜在供应室处理吗? 

—低温灭菌是否使用?如使用,类型是? 

—使用包装比使用容器需要更多的复处理和储存空间 

 

                                                                 
7HBN13, Health building note: sterile services department. Leeds: NHS Estates, 2004 
8In general, small size refers to a facility with no inpatient services; medium size to a community 

hospital; and largesize to a medical centre or large community hospital with satellit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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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内部空间的计算应该包括: 

 处理前的清洗方法。是手工清洗还是自动化清洗?手工清洗可能比自动清洗系统需要更大

的分配区域。 

 可以使用电梯或手推车发放清洁器械包到使用点。 

需要计算这些流程所需的空间，包括储存、清洁和推车停放。 

 每日轮换次数和每班的员工人数。这将影响工作区域、工作人员休息区和不同区域之间的

走动。 

 用于复处理医疗器械设备的质量和尺寸，例如，这些设备是从前部装载还是双开门的直通

式。 

 高质量水的中央供应，空气的净化，以及预先产生的蒸汽。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存

放和生产都必须包含在空间的计算中。 

 

SSD 的设计 

在建造新的 ssd 或改造现有设施时，项目团队必须考虑现行的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确保最

佳的设计、工作流程及员工和病人的安全。然而，SSD 通常是一种“事后的考虑”，它是医

疗机构中最不容易获得良好支持的部分，或者认为只要有基本的框架就可以了。事实上，进

入 SSD 必须严格限制，特别是去污区域。一个设计良好的 SSD 将确保良好的工作流程，方

便使用点和供应室发放处间的运输。这样的原则、标准和规范不仅在 SSD 有效，也适用于

发放单元、牙科和小型诊所。 

 

SSD 的设施 

用于干燥的空气 

供应 SSD 的气体应该是医疗级别，不应含有细菌、化学物质和大量尘土。9 

                                                                 
9Air quality standards ISO 8573.1 & ISO 12500 

图 5. 基于手术工作量的空间评价示例  

基于每日手术量的空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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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的污染 

污染可能源自三个方面 

1.通过空气压缩机的进气，将周围环境中的污染物吸入空气系统。摄入的污染物以水蒸气、

碳氢化合物蒸气、自然粒子和空气微粒的形式出现。 

2.由于机械压缩过程，可能会引入额外的杂质进入空气系统。产生的污染物包括压缩机润滑

剂、磨损颗粒和汽化润滑剂。 

3.压缩空气系统内置的污染。管道和储气罐内会有锈迹、管道垢、矿物沉积和细菌等污染物，

在陈旧的系统中更普遍。 

 

ISO 8573 空气质量标准和 ISO 12500 压缩空气过滤器标准使空气处理产品的选择更加容易。

为达到推荐的 ISO 8573.1 第 2 类(固体颗粒去除分类)，建议使用 1.0 微米颗粒过滤器。微粒

过滤器通过减少固体负载，提高高性能聚结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清洁和灭菌用水 

水的质量与清洗效果直接相关，灭菌器用的水蒸汽水质也很重要。常规水质检测通常由工程

师或承包商进行。在现代的 ssd 中，有必要关注清洗用水的盐分和其他溶解性元素，因为水

中溶解性化学物质含量会升高，有时会达到硬水的程度，且会发生交互作用。水硬度是由水

中的钙离子和镁离子含量决定的。 

硬水的危害 

 水的硬度降低了某些消毒剂的杀灭率 

 由于二价阳离子（如镁和钙）与一些化学物质相互作用形成不溶性沉淀物，通常会降低清

洗化学品的效率。 

 降低灭菌过程中的热传导率 

 它蓄积并阻塞阀门，如安全阀、停止旋塞和过滤器，从而干扰了机器的基本内部系统。 

 器械干燥后有灰白色的水渍。 

 器械容易损坏，不可修复、需要替代。 

 

理想情况下，SSD 中使用的水应是软水，软水矿物质和盐含量很低，不影响器械或处理设备。

水可以用几种方法软化： 

 选择性过滤去除矿物质和盐类 

 反渗透系统(RO)去除氯化物。高度精密的清洗消毒机和灭菌器制造商有时推荐使用 RO 系

统。该系统预算较高。 

 

由于水的处理费用昂贵，建议只在终末冲洗时使用软水。但水质和其他重要参数在操作上的

必要性比节省要高的多。 

 

水在纯化后，应严格监测水质和污染情况。该用水的微生物指标应严格控制。储水罐体积不

宜过大，至少每两个月清理一次，确保水中无细菌污染。储水灌水应保持在一定温度下，以

防止细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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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灭菌器用水水质 

给水、蒸汽产生设备和蒸汽管道必须设计、建造和维护，以保证蒸汽的可靠供应。一些灭菌

器有独立的蒸汽生成系统，根据机器的要求产生蒸汽。用于灭菌的蒸汽不得干扰灭菌过程，

也不得损坏灭菌的医疗器械。 

 

适宜的蒸汽质量通过减少水杂质对器械材料的不利影响来延长器械寿命。如果不使用

脱盐水，石灰、铁锈、氯和盐都会在器械上沉淀。这些化合物会导致器械被迫腐蚀、

凹陷和变色。在凹陷和腐蚀处易产生生物膜，影响灭菌效果，增加感染传播的风险。 

 

蒸汽供给管路需从主蒸汽管道的顶部取下。蒸汽供应系统必须包括蒸汽滤嘴或滤器，应尽可

能去除管道污染物。医疗机构应派遣水处理专业人员评估其供水，以确保其符合蒸汽设备制

造商的规范。如果用水不符合本条款的要求，该机构应实施必要的处理过程，使用水符合规

范。如果制造商的指南不完整或不可用，应评估和处理供水，以满足 ISO 17665 的标准。应

定期对处理过的水进行监测，以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 

 

冷凝水标准示例10
 

 

细菌(cfu /ml)< 200 

总有机碳(mg/L) < 1.0 

硬度(ppm CaCO3) < 1.0 

电阻率(MΩ-cm)> 1.0 

总溶解固体(mg/L CaCO3) < 0.4。 

离子污染物 

氯(毫克/升)< 1.0 

铁(毫克/升)< 0.2 

铜(毫克/升)< 0.1 

锰(毫克/升)< 0.1 

颜色和浑浊度:无色、透明、无残留。 

 

ISO TS 17665 第 2 部分推荐了更严格的蒸汽冷凝水标准，有水处理中心的机构可以参考。 

 

SSD 的硬件环境 

表面 

复处理空间内所有表面必须光滑、笔直、易于清洁，没有裂缝和小孔，能够承受化学消毒。

表面必须使用防水材料，与清洁剂兼容。不推荐木材和层压板，因为它们能吸收水和化学溶

液。工作台面、洗涤槽和设备涂层建议使用不锈钢因为易于清洗。 

 

天花板 

所有的天花板必须光滑、笔直、没有裂缝，应该防潮。在清洁和无菌区域不建议使用嵌板天

                                                                 
10 EN ISO 17665-1:2006 Steriliza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 moist heat – Part 1:Requirements for 
the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routine control of a sterilization process for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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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板，因为会释放灰尘和碎片。 

 

墙壁 

墙壁应是连续的、实用的、光滑的(没有剥落的油漆)、笔直的，涂上可清洗的油漆或材料。

边角应该用金属脊或类似的方法保护，防止手推车和手推车撞坏。 

 

地板 

所有的地板都应该是直的，光滑的，没有裂缝，并且能够承受推车重量的负荷。地板应该是

连续的，尤其是在去污区和推车洗涤区。墙角应无暴露，地板应沿墙向上竖起，以方便清洁。

不应该存在允许水分、灰尘和灰尘堆积的尖角。 

 

通风11
 

对于 SSD 区域，建议使用机械（控制）通风，因为该区域被划分为污染区和清洁区，并且

在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通风要求。在 SSD的任何区域都不应使用湍流气流和便携式风扇，

因为快速、不受控制的空气循环会扩散污染。通风系统必须按照制造商的指示进行清洗、测

试和维护。在每个 SSD 中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维护计划，以确保通风空气处理单元的功能最

优。 

通风要求定义如下。 

 

每小时换气次数 

一般情况下机械通风应不少于每小时 20 次的空气交换。在没有机械通风的情况下，可以直

接与室外空气交换。污染区域建议每小时最少 10 到 20 次空气交换，清洁区域每小时 12 到

20 次空气交换。污洗区相对于检查、包装与灭菌区应是呈负压的。 

 

相对于周围区域的压力 

在污染区应将空气抽离，使其相对洁净区处于负压。清洁区则处于正压，这样空气就会从清

洁区流向污染区或室外。来自 SSD 的空气可以被排放到外面的大气中，由于稀释作用，对

周围区域的风险最小。但如果压缩循环，空气必须经过过滤和维护。 

 

相对湿度 

推荐的相对湿度为 40-50%，但在湿热的热带国家，可能上升到 70%，这可能对无菌屏障系

统产生不利影响。在缺乏控制通风的情况下，工作环境变得难以忍受，也影响了无菌屏障的

完整性。在可能的情况下，SSD 中的湿度必须由机械控制。 

 

环境温度 

舒适的环境温度不仅是工作人员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且确保灭菌设备的散热，防止区域

内温度升高。在温带国家推荐下列温度，在温度较高的国家则需要更冷的储存环境: 

 去污区 18 – 20℃ 

 洁净区 18 - 23℃ 

 无菌存储 15 - 25℃ 

 

                                                                 
11HBN13, Health building note: sterile services department. Leeds: NHS Estate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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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内的特定区域 

SSD 的每个区域，包括入口和出口，必须根据其用途、空间和功能仔细考虑。本节将讨论

SSD 中各个区域的功能和布局。 

 

图 6.供应室结构示例 

 

 

*注意人员及器械的走向 

翻译对照表 

Change room——更衣室（第一道） Preparation and packing area——准备和

打包区 

Decontamination area——去污区 ETO room——环氧乙烷灭菌室 

Soiled material lift——污物去除 ETO STER——环氧乙烷蒸汽走向 

HLD——高水平消毒 Sterile storage——无菌储存 

Instrument pre-cleaning——器械预

清洗 

Technical support area——技术支持区

（水和蒸汽制备、医疗气体供应、通风设

备） 

Case cart wash room——推车清洗区 Corridor——走廊 

Delivery——发放  

 

入口和走廊 

SSD 标识必须醒目，入口通道应通过手动或电动严格控制。入口，包括走廊，是 SSD 交互

的主要区域。员工入口应直接接入更衣区。更衣区后，应有一条走廊通向污染区和清洁区，

如检查包装区和灭菌区。所有入口必须有安全控制（门禁系统）。 

 

员工茶水间、会议室、讨论室、参观室应设立于员工区，与工作区域隔开。 

 

外科托盘等用后的器械需运送到 SSD 进行再处理，也应通过走廊或入口进入。该入口与污

染区直接相连，不应与 SSD 的清洁区直接接触(图 6)。走廊应足够宽，可以容纳推车和避免

人流拥塞。宜有专门的电梯直达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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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更衣室 

应提供男女单独的更衣室，室内安放上锁的储柜以便存放个人物品，如手机、手袋和贵重物

品，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安排衣服悬挂处。应提供足够数量的厕所和淋浴，并提供热水和

冷水。装有液体肥皂、纸巾和酒精免洗手液(ABHR)的手卫生设施应供员工使用。 

 

在前往指定工作地点之前，应备有一套干净整齐的制服或衣物，以供工作人员更换，并定期

补充存货。需注意，这些区域应该与二次更衣区（gowning areas）区分开。房间应通风良

好、空气清新。应使用大公告板，写有工作时间表、基本职业健康规则和最近通知。 

 

二次更衣区（gowning areas） 

在进入工作区域之前，必须通过一个明确划定的区域，该区域独立于污染区和检查包装区，

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清洁人员都应在此做好个人防护（PPE），并备好存货。 

 

所需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放置架 

 手卫生设施 

 用后防护用品丢弃的垃圾桶 

 

污染区 

这是接收污物和使用后器械的区域，且通常是 SSD 中第一个接触点。污染区应有门禁，未

经允许不得进入。该区域必须与洁净区物理分开，如检查包装区、无菌物品存放区。回收器

械手推车可以通过机动舱口或自关门直接进入清洗区，也可以在等待区先卸载，然后手动推

入。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预留足够的空间，允许手推车在污染区域卸载，而不会对员工造

成伤害。 

 

手推车清洗区域 

器械卸载完毕后，必须在清洗区清洁。手推车在彻底清洁后，可以推进无菌区用于无菌包裹

转运。如果手推车是用于转运复用器械，则必须在收和发之间进行热消毒或分开使用。在一

些 ssd 中，有专门的升降机从使用点接收和返回手术托盘和其他物品。 

 

污染区的环境应: 

a)与清洁/消毒/无菌器械的处理或储存区域分开。 

b)严格限制进入供应室其他区域。 

c)确保员工和医疗器械的单向工作流程。 

d)清洗和设备用品储存均需足够的空间。 

e)物体表面应易于清洁和消毒。 

f)应安装可承受湿式作业、清洗、消毒的防滑地板。 

g)手卫生设施应方便使用。 

清洗(复用)器械 

以下设备必须在清洗(脏)间内提前安排: 

 登记、分类器械的桌面或表面。 

 手动清洗和消毒的洗涤槽——宜安置 2 个带有平面的水槽利于器械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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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喷枪 

 医疗级别空气（用于干燥器械）12。 

 有机物质的冲洗 

 存放化学品和清洁用品的架子(打开的板条或铁丝架)。 

 

去污洗涤槽：是专为清洁医疗器械13而设计的，应该： 

*应合理设计和安排，使浸泡、清洗和冲洗器械各步骤尽量紧凑 

*紧密连接防水台面和后防溅板。 

*不应溢出 

*高度应设计为工人工作中不弯腰、不被污染。 

*应足够大，可以容纳托盘或篮子。 

*应足够深，可以完全浸入较大的器械和设备，这样在清洗过程中不会产生气溶胶。 

*如果有需要，可装配水板（water ports）供仪器冲洗。 

*装配供应干燥医疗器械空气的设备。 

 

手卫生:洗手盆(至少一个)应放置在一个显眼且方便的地方，最好是在洗涤区的入口，并应提

供冷热水混合水龙头、液体肥皂和纸巾。 

 

准备和包装区 

器械清洗后被传递到准备和包装区，也称为 IAP 区域。在这里，清洁器械可以安全的进行灭

菌前处理和检查，组装，更换和包装。这是一个清洁的区域，所用的设备应便于器械的分类、

包装和包装。所有这些都是手工活动。一旦托盘包装好，他们就会被转移到蒸汽灭菌器或低

温灭菌器。 

 

IAP 区域所需的一般设备 

 工作台用于：分拣-组装-打包和包装-记录保存。 

 货架（shelves） 

 支架（racks） 

 架散热器工作站 

 医疗级别空气(用于干燥) 

 椅子 

 带光源的放大镜 

 储存清洁工具、器械、和包装用品的封闭的空间 

 

IAP 区域的环境应该是: 

a) 与清洁/消毒/无菌器械处理或储存的区有严格的隔离， 

b) 限制进入 

c) 确保工作人员、医疗器械的单向工作流程 

d) 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包装过程和储存必要的设备和用品 

                                                                 
12Where medical air could come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load, such as when used for drying the load 
ortesting the free passage of lumens it should be oil-free (i.e. should have no more than 0.5mg of oil per 
cubic metre of free air measured at 1013 mbar and 20Æ C (see ISO 554). It shall be filtered to an efficiency of 
at least 95% when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BS3928 and be free of bacteria.  
 
13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CAN/CSA Z314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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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面易清洗和消毒 

f) 有防滑地板，可以承受湿式清扫、清洁和消毒产品 

g) 方便使用手卫生设施 

 

灭菌区 

这一区域通常与 IAP 区域相连，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没有任何物理屏障。 

 

专用设备要求: 

 蒸气灭菌器 

 低温灭菌器 

 化学灭菌工艺 

- 环氧乙烷须在独立的房间 

- 等离子体灭菌器 

 

无菌储存区 

灭菌包一旦从消毒器中取出，就应转移到允许冷却的地方。灭菌包冷却后，它们应放置在无

菌储存区，直到转送到使用点。存储区域需要是一个受限制的区域，远离窗口或人流。无菌

物品应尽量少触碰。 

 

设备要求 

 放置无菌包的桌子 

 开放式的存储架允许空气流通 

 在发送之前记录存档的桌子 

 无菌包分发和转运系统。 

 

所有用于医疗器械复处理的空间必须在入口和出口处配备手卫生设施。 

 

使用点的无菌储存 

在到达使用点后，必须在干燥、通风良好的开放架子上储存无菌包，以保证良好的空气循环

和适宜的温湿度。不要在繁忙的临床科室储存无菌包，应存于单独分开的区域。应制定检查

有效期限的流程，并应用“先入先出”的规则，使库存充分运转，并将损耗保持在最低限度。 

 

ssd的原则和流程也适用于初级保健诊所(PHCs)，唯一的区别是生产规模和器械的快速周转。

在清洗、消毒或灭菌物品时保持警惕是必要的。 

 

特殊单元的灭菌区域 

在牙科诊所和初级保健诊所(PHCs)中灭菌区域较小，但只要涉及到器械复处理的区域，就应

远离客户/患者/居民，远离清洁区。图 7 显示了一个布局的示例。工作流程是相同的，应尽

量划分污染区和清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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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照表 

SOILED AREA——污染区 CLEAN AREA——清洁区 

Reception——接收 Inspect and, where applicable, pack——

检查，并在可操作区域包装 

Washing sink——洗手池 Sterilizer——灭菌器 

Ultrasonic cleaner——超声

清洗机 

Storage——储存 

 

Rinsing sink——漂洗池 HHF——手卫生设施 

 

Washer-disinfector——洗消

一体机 

Airflow——空气流向 

 

 

SSD 环境清洁14
 

SSD 的环境清洁制度必须纸质化，该制度（标准 SOPs）应在勤杂工、感染控制团队、部门

负责人和 SSD 总负责人之间达成一致，而且必须清楚地说明清洗方法和清洗频率，制定流

程、落实责任。 

 

环境清洁的最低标准为： 

 SSD 清洁必须使用专用设备和由良好培训的团队执行 

 地板应擦净（制度中应规定），一周应不少于 2 次 

 感控团队或 SSD 管理人员应对勤杂工人进行培训 

                                                                 
14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nfection control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www.cdc.gov/hicpac/pdf/guidelines/eic_in_HCF_03.pdf .Accessed 20 August 2015. 
 

图 7. 牙科消毒室单间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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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工作区域，看台、桌子、柜面、水槽和设备表面（设备内部不算）每天都应至少

清洁消毒 1 次，还应视当天工作量决定是否增加频次。 

 每天使用洁净水和中性洗涤剂清洗地板；开诊时表面应干燥。 

 如果发生泄漏或其他事故，应立即清洗。 

 洗涤槽在每次换班时清洗一次或在需要时更频繁地清洗。 

 清洗内窥镜或呼吸设备的洗涤槽在每次使用后都应清洗。 

 清洗的顺序应从最清洁的区域开始，并朝着污染区域作业。如果清洁团队可以分组，应给

去污区和清洁区各分配一支队伍。 

 各区域之间不允许交叉——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清洁设备。 

 拖把和水桶等清洁用品应有储存处。该处可进行清洗，清洁和干燥(清洁的拖把和桶应倒

置存放)。清洁用品也可打包送到洗衣房清洗。 

 清洁区的清洁用品应单独使用。 

 

清洁流程 

地板 

 干式清洁或静态清扫:该方法是在地板上通过一种合成材料吸附(磁效应)，使微粒保留在

地板上，这类微粒很可能是微生物的载体。这是一种清扫前的“卫生适应”，可避免环境扬

尘。它将清除不粘在地板上的污垢，然后应用湿式清洁。 

 

 湿式清洁：这包括两种技术，使用双桶或单桶。 

—双桶流程：是最常用的方法法。它采用双桶系统，一桶用于消毒剂或洗涤剂溶液，另一

桶用清水冲洗。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的再污染。 

—单斗流程：使用此方法时，溶液应经常更换，尤其在以下情况 1）溶液脏了，即使还

没有完成清扫 2)在移动到另一个区域前。 

 

表面 

所有的货架应该每周清洁，用干净的布和 70%的酒精清除灰尘。在此期间，应审查无菌医

疗器械包装的保质期和完整性。 

 

职业健康和安全 

虽然雇主有责任为 SSD 工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但确保政策和流程的执行

同样是员工的责任，且员工应接受培训。 

 

 在进入复处理区域前（如去污区，IAP 区，灭菌区和储存区），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个人防

护用品以供使用。 

 工作场所应张贴海报及其他资料作为给员工的提醒。当语言不通时，可以用图形来显示正

确的信息。 

 应提供化学品储存处，所有的容器必须清楚标明厂商对处理、稀释和最终作业的指示。必

须为所有清洁化学品提供物品安全数据表，并在发生变化时或每 5 年更新。 

 排气系统应达到去除有害气体和化学品的标准，从而稀释生物危害。 

 当工作人员开始在医疗机构工作时，应接种乙肝疫苗。如果可能的话，工作人员应该了解

自己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和乙型肝炎的状况。所有工作场所的事故，如飞溅或重伤，

都必须在登记簿或日志中有急救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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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应该审查所有的制度，以确保工作实践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国家

卫生和安全工作条例。无论在 SSD 内部或外部，这将要求所有处理医疗器械的员工必须: 

 接受培训(最好是正式的)，应达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以确保自我保护和病人安全。 

 学会适当处理利器，确保有安全处置利器的条款。 

 知道如何根据适应症正确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了解在去污区域病毒经血液传播的风险。 

 学习如何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地处理化学品。 

 知道如何处理发生在 SSD 中的事故，如环氧乙烷等有毒气体的暴露。 

 所有的事故均应存档，不管多小。 

 

供应室着装 

所有 SSD 工作人员都应该在工作中穿制服，制服应洗净(不带回家洗)，在上班和离开前更换。

应该建议他们穿封闭的鞋子，不要穿凉鞋，因为他们可能会不小心弄伤自己。不建议 SSD

员工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工作。 

 

手卫生 

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手卫生，无论是洗手还是擦拭消毒凝胶；要理解戴手

套前和操作前使手充分干燥的重要性。应遵从 WHO 手卫生规范。应在墙上张贴海报展示正

确的洗手方法和凝胶搓手方法。 

 

在污染区和 IAP 区的入口处应提供洗手池。洗手盆应该有一个混合型水龙头，封闭包装的液

体肥皂和纸巾，还有一个脚操作的垃圾箱放置丢弃的纸巾。手消毒凝胶可以在 IAP 和无菌区

这些需控制湿度的区域中使用。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应提供个人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应接受防护用品正确使用和脱卸的培训。表 6 列出了个人

防护用品的使用指证。 

 

表 6.供应室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指征  

个人防护用品 

使用指征 

手套 面屏/面罩 头盔 围裙/ 

罩衣 

封闭

式鞋 

去污区 

• 处理使用的医

疗器械 

• 利器的去除和

丢弃 

• 手工清洗 

家用手套(耐用

型); 足够长;一

次性或防撕型如

可能应使用丁腈

手套 

覆盖黏膜和眼睛 

• 带面屏的口罩 

• 全面屏 

• 口罩+眼罩 

是 是 是 

检查组装包装区 

• 清洗后检查 

• 组装 

• 包装 

无指征 无指征 是 可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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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区 

• 装载 

• 清空灭菌器 

耐用防热手套 无指征 是 否 是 

无菌储存区 

• 装载货架 

• 盘点库存 

• 记录 

无指征 无指征 可选 否 是 

转运 

• 发放无菌包 

无指征 无指征 可选 否 是 

• 归还使用后器械 
家用手套(耐用

型) 

只在处理打开的湿托

盘时使用 

 是 是 

 

锐器的安全处理和废物管理 

大多数手术托盘内都含有锐器。所有 SSD 员工必须知道如何安全的处理锐器。 

 锐器盒放置不应超过手臂的长度，并接近工作地点。 

 仔细检查每一个手术托盘和盘内的器械。 

 小心取出锐器，最好不要有肢体接触。 

 锐器应尽快丢弃于锐器盒。 

 针头不要回套或尝试将针头与注射器分开。 

 向上级报告任何意外伤害。 

 记录从手术托盘中收回的利器的数量。 

 

SSD 应建立废物管理制度，由医疗机构或废物管理部门按照颜色规则将废物分类。 

 

员工健康 

任何有下列情况的 SSD 成员均应向职业健康安全或医学诊所报告： 

 皮疹，疖疮或开放性伤口。 

 腹泻或肠胃炎 

 黄疸 

 过敏或传染性呼吸道疾病。 

 

若没有医务人员诊所应向 SSD 经理报告。员工在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前应请病假。返回工作

岗位需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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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的医疗器械在处理前都要彻底清洁? 

在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器械和材料将会被血液和组织残留物所覆盖。他们可能也接触过化学物

质和液体，污物和灰尘。铰链式仪器可能有术后残留的血液和组织。中空的器械也可能满是

污物。 

 

在进行任何洗消处理之前，使用过的器械应在使用地点准备好复处理，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运

输和对 SSD 工作人员的最低风险。这个程序不能代替清洁。 

 

图 8.清洗系列事件：从使用点到检查区 

 

 

使用点冲洗分类手工清洗检查 
 

器械洗消前使用点的准备 

 

器械在使用点的准备工作不能代替清洗过程——它是清洁过程的开始。 

 

使用点的准备工作可以延长手术器械的寿命，因为干燥的血液和盐分会导致不锈钢的分解，

使手术器械更加难以清洗。 

 

在运送物品至 SSD 清洁之前应遵循以下指南: 

 穿 PPE 保护自己 

 去除器械上的织物和一次性物品并正确丢弃 

—锐器,如刀片和针,应该正确地丢弃 

—分离的锐器能对医务人员造成伤害 

 用清洁湿巾（damp clean dry cloth）擦去器械上的所有污物。 

 预清洗(如浸泡或喷淋)可以防止器械上的污物干燥,使它们更容易清洁 

 清洁产品应适宜用于医疗器械并获取器械制造商批准的 

医疗器械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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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洗涤剂类（detergent-based）的产品,确保它们正确稀释 

 避免长时间浸泡的器械 

 不要用生理盐水作为浸泡溶液，因为它会损坏一些医疗器械 

 在运输前，应将被污染的物品放在专用的、完全封闭的、防漏的、防刺的容器中 

 浸渍的器械应轴节打开，保持湿润 

- 用酶喷剂喷洒 

- 用含有专用液体（非盐水）、泡沫、喷雾或凝胶的湿润毛巾盖住 

- 不要在有水的容器中运输，因为水有溅起的危险 

 

图 9.准备就绪的外科器械托盘待运送至供应室图示 

 

 

 

 

先消毒后清洗的器械浸泡 

不推荐在清洗前将器械浸泡在 0.5%含氯溶液或任何其他消毒剂中，有以下原因: 

 它可能损坏/腐蚀器械 

 消毒剂可以被血液和体液灭活,这可能成为微生物污染的来源和生物膜的形成 

 向去污区转运浸泡在化学消毒剂中的污染物品，可能对医务人员构成风险,并导致不恰

当的处理和意外损坏 

 可能导致生物耐消毒剂的发展 

 

清洁的基本规则 

 

在任何消毒或灭菌过程中，清洁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清洁是器械用后复处理的第一步 

 未能适当清洁器械可能允许外来物质(如污物和有机材料,包括微生物、无机材料和润滑剂)

残留在器械的内外部阻碍消毒或灭菌过程 

 清洗可以是手动清洗，通过清洗化学品(洗涤剂)和水,刷子或冲洗；也可以使用超声清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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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洗-消一体机去除异物15。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高水平的资源(例如机械清洁设备)，但是

医疗器械必须在消毒或灭菌前彻底清洁，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没有消毒就可以清洁，但没有清洗就不能消毒! 

通过遵循必要的清洁流程，即使资源很小，器械也可以被充分清洁，从而保护员工和病人免

受污染的风险。 

 

清洁是什么? 

清洁是从物体和表面去除可见的污染物、有机和无机材料。可以是手工清洗或机械清洗，使

用水与洗涤剂或酶产品。在高水平消毒和灭菌前，彻底清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残留在仪器

表面的无机和有机物质会影响这些过程的有效性。 

 

不拆解清洁器械的影响 

 残留血液和体液有血源性病毒传播的风险(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乙型肝炎和丙型肝

炎)。还有传播高度传染性病毒性疾病的风险,如埃博拉病毒 

 唾液和粘液残渣(肺结核和其他细菌性病原体) 

 生物膜容易在腔道内、螺丝钉的螺纹,和难以触及的区域形成;生物膜保护细菌，使其覆盖

一层不可穿透的黏液和沉积物(如铜绿假单胞菌) 

 硬水、矿物质和钙沉积的器械失去效率和功能。 

 不清除洗涤剂和化学堆积物导致器械或其涂层的完整性被破坏。 

 器械不能在污垢和有机物的存在中被消毒或灭菌，因为化学物质的渗透不佳 

 有些消毒剂可被有机物灭活 

 病人体内的过敏反应 

 释放内毒素和致热源 

 

清洁的总结 

 医疗器械应拆卸以进行有效清洁 

 物理清洗有效减少微生物污染水平或微生物负载，让灭菌或高级消毒的过程有效 

 污物保护微生物接触消毒剂,蒸汽和其他化学物质,从而呈现过程无效 

 一些用于复处理器械的化学物质可被有机物质灭活 

 一些用于复处理的化学物质在与其他化学物质混合时被灭活(不兼容) 

 定期清除污染物和残留碎片可延长器械寿命 

 

影响清洗的因素 

有几个因素会影响清洁过程的效果。 

 污染物的数量和类型。 

清洁化学物质在污染物的存在下会被稀释或无效 

 水质和温度(见前一节关于水质)。 

- 一些清洁化学品是在特定温度下使用的 

- 如果没有干净的水,水本身就可能在医疗器械上沉积毒素 

                                                                 
15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lthcare Central Service Materiel Management (IAHCSMM) Central Service 
Technical Manual 7th ed. (2007). 
(https://www.iahcsmm.org/publications/central-service-technical-training.html, Accessed 20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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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硬度(过量溶解矿物质的存在)可以改变化学物质的有效性，并在器械上留下锈斑。 

 清洗化学品的使用。 

如果不使用清洁化学品，则必须单独使用水和摩擦来清洗。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化学品是很重要的，因为稀释率(高或低)对清洗过程的效力有直接

影响。 

 员工培训。 

- 在使用所有设备、化学品和工具(如刷子)时，进行清洁过程的工作人员必须得到充分的

训练 

- 工作人员必须熟悉医疗器械，以便知道清洗的方法是恰当的，以及如何适当地清洁每一

个特定的设备(如:管腔、拆卸和重新组装物品) 

 

清洁产品 
 

没有一种清洁剂可以去除所有类型的微生物负载（bioburden）。微生物负载是由多种物质组

成的，它可以溶解或不溶于水，可以是有机的或无机的。 

 

理想清洁剂相关特性 

 乳化 

 皂化 

 表面活性 

 分散和悬浮 

 胶溶作用 

 水软化 

 免清洗 

 无毒 

 

清洗剂的选择 

设备上的灰尘、土壤和微生物残留物会导致医疗相关感染。清洁剂可以去除有机、无机和微

生物的污染物，但没有一种化合物具有去除所有沉积物的特性。清洁的第一步是使用表面活

性剂来减少表面张力，这有助于污染物的去除。
16
 

 

酶蛋白（水解）清洗剂 

应先用洗涤剂和水冲洗污渍。如果血液或分泌物已干涸或硬化，则需要在热溶液中浸泡。含

有酶分解蛋白物质的清洁剂可用于精密设备，前提是设备制造商批准使用。 

请注意酶洗液制造商对稀释、温度和时间的建议。 

谨记 

酶清洁剂不是消毒剂；它们只能去除表面的蛋白质。 

在处理酶解时，建议使用橡胶或丁腈手套——酶清洁剂会降解乳胶手套。 

                                                                 
16A guide for selecting cleaning agents can be found in AS/NZS 4187:2003. Cleaning, disinfecting and 
sterilizing reusable medical and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ssociated 
environment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http://www.saiglobal.com/pdftemp/previews/osh/as/as4000/4100/4187.pdf. Accessed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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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化学品(洗涤剂) 

洗涤剂具有降低表面张力和减少脂肪和有机物的作用。 

选择洗涤剂时要注意的事项 

 按照制造商的建议，确定该洗涤剂对此类污物有效。 

 按照制造商的建议，确定与器械的兼容性。 

 使用超声波清洗机需要选择合适的清洁剂。 

 水硬度-根据制造商的指导方针选择合适的洗涤剂。 

 不要替换，除非制造商批准 

 

一种温和的碱性清洁剂更适合手工清洗，超声波清洗，或其他器械清洗机。温和碱性洗涤剂

(pH值范围，8.0 - 10.8)是比中性pH洗涤剂或表面活性剂更有效的清洁剂。建议医疗机构与化

学供应商合作，确定所需的最佳洗涤剂，因为这还取决于水质。 

 

化学残留物有可能引起组织反应。 

 

谨记 

特殊的清洁剂才能用于供应室器械清洗。用于家庭清洁或洗衣使用的洗涤剂不适合清洗医

疗器械或仪器。 

 

洗涤剂的配制 

消毒剂和清洁剂一类的化学溶液，在最佳稀释作用下才发挥最佳作用——溶液浓度更高并

不一定意味着它会更有效。 

 

 为了有效的清洁，洗涤剂必须在制造商/供应商推荐的浓度下进行。为了达到正确的浓度，

必须在适宜温度下，在正确的水量中加入适量的原液。算式如下: 

所需的溶液体积=
所需原液 容器体积（  ）

原液浓度
 

例如：需要配制 1%某溶液，容器为 10L（10000ml），且原液浓度为 100%，则溶液的体积

=
       

   
=100，即 100ml原液配成 10L体积 1%的溶液。溶液不需要每次都精确测量，可以在

容器中标体积线（图 10）减少重复劳动。 

 

图 10. 用经预处理水和原液制备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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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 

润滑剂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医疗设备。润滑剂应溶于水。 

需要润滑的设备应在灭菌前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润滑。设备制造商的指示应遵循以下内

容: 

 组件需要润滑 

 应使用专用润滑剂。 

 尽可能适当配制和使用润滑剂，包括润滑油用量和浸润时间。 

 

不合适的润滑剂会阻碍灭菌，产生有害的副产品，并损坏设备或灭菌器。设备在润滑前应进

行清洁，并无明显污垢和锈蚀。 

 

 润滑油必须与设备和蒸汽灭菌程序兼容。
17
 

 避免使用复用容器来储存润滑油。 

 如果润滑油过了有效期或出现明显污迹，应将其丢弃。 

 根据制造商说明操作润滑油，避免污染。 

 

清洗方法 

 

手动清洗 

资源有限的机构可以选择有效的人工清洗充分清洁和处理器械。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的设备

都要拆卸，这样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器械所有表面均可清洁和消毒。 

 

 确保器械与设备中使用的化学溶液相兼容。 

 在清洗过程中应将物品完全浸入水中以尽量减少气溶胶产生。 

 使用刷子和一次性布巾等工具去除污物。 

 当清洁非浸入式器械时，尽量使气溶胶的产生最小化。 

 用合适的刷子清洗有内腔的器械，用洗涤剂手动或机械冲洗，并用饮用级的水漂洗。 

 检查有内腔的器械有无阻塞和泄漏。 

 

确认 

手动清洗无法进行方法确认；需要制定清晰的 SOP。 

 

手动清洗的适应征 

 不能浸没的医疗器械(如电动或电池供电器械) 

 需要特别清洗的器械(如狭窄的孔腔或精密器械) 

 在超声波清洗或洗消一体机清洗前的预清洗步骤 

 

                                                                 
17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CAN/CSA-Z314.3-09.Effective sterilization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by the steamprocess. Rexdale, Ont.: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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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浸法 

 用足够的温水填充水槽（其他合适的容器也可），使器械完全浸入水中。 

 根据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添加适量的洗涤剂。 

 在水面以下清洗器械，这样就不会产生气溶胶。 

 使用合适的刷子，适当清洁箱锁，管腔和其他难以清洁的区域。 

- 使用柔软的(尼龙)鬃毛刷，避免仪器表面损坏。 

- 用于清洁管腔的刷子必须与仪器的直径相同，以确保能达到所有的内表面。 

- 刷子也应足够长以达到仪器的远端。 

 

注意:刷子应该在一天结束时进行热消毒和干燥。如果不可行，应该清洗后干燥。刷子损坏

时必须更换。应从器械上移除所有可见污染物。 

 在另一个水槽（容器）中，将器械完全浸入干净的纯水中，并彻底漂洗器械。 

 机械干燥；如果制造商不推荐使用，则使用空气干燥或用一次性无纺干巾进行手工干燥。 

 

非浸入方法 

 用一次性、清洁、无棉纺的布和洗涤剂彻底擦拭表面，清洁器械。确保水分不进入器械的

关键区域(如电源连接处)，直到所有可见污染物被清除。 

 用湿的、一次性的、干净的、无棉纺的布彻底擦拭表面，漂洗器械，直到去除所有的洗涤

剂残留物。 

 机械干燥；如果制造商不推荐使用，则使用空气干燥或用一次性无纺干巾进行手工干燥。

一次性干巾应在每次使用后丢弃。 

 清洗溶液和水应在每次清洗时和明显污损时更换。 

 

清洁前的化学消毒是不必要的、无效的，在有机物质存在时没有什么价值。 

 

漂洗 

清洗后漂洗是必要的，去除松散的污染物和残留的洗涤剂。在清洗后彻底漂洗，可以清除残

留，后者可能与消毒剂/灭菌剂发生反应。管腔内的终末漂洗应用厂商提供的无菌、无致热

源或经反渗透处理的水来完成。 

注:蒸馏水未必是无菌的或无致热源的。 

 

干燥 

干燥是防止微生物生长和稀释化学消毒剂的重要步骤。器械应采用风干或手工干燥的方法

（一次性无纺布）。 

管腔干燥应使用压缩的医用级或经高效微粒吸收(HEPA)过滤的空气。该气体的压力应由厂商

指定，并使用调节器来控制压力。 

不锈钢器械应在漂洗后立即干燥以防生锈。 

 

清洁工具的保养 

 清洁工具需要清洗、消毒并在每次轮班后烘干。 

 检查刷子和其他清洁设备，如果有必要，每次使用后都要丢弃。 

 建议使用一次性清洁工具。如果重复使用的工具，至少应该每天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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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清洗 
应有机械清洗设备，并提供设备维护保养记录。用于医疗器械机械清洗的设备包括: 

 超声波清洗器 

 自动清洗机或洗消一体机。 

 自动推车清洗 

 

应尽可能用机械方法清洁器械: 

 根据厂商指示使用机械清洗设备。 

 必要时重污染器械应在机械清洗前先手动清洗。 

 确保清洁中的器械与机械清洗设备、循环参数和清洁化学品兼容。 

 强烈推荐使用超声波清洗器清洗中度危险性和高度危险性医疗器械，只要是带有轴节、缝

隙、管腔或其他难以清洁的器械。 

 强烈推荐用洗消一体机清洗耐机械清洗的医疗器械，以达到足够的清洗“暴露”，并减少

对员工的潜在风险。 

 

当清洗设备准备就绪，器械置于良好设计的自动清洗程序具有很多优点：器械的清洗吞吐量

更大，清洗结果的一致性更好，可以以更高的标准验证清洗过程和员工承担更少的风险。 

 

在使用机械清洁设备时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包括人员培训、水质、清洁化学品的稀释率以及确

保设备处于适当的工作状态。清洗消毒机和超声波清洗机只有在操作、装载和服务符合厂商

使用说明书的情况下才能实际运用。 

 

超声波清洗机 

超声波清洗机是一种有效的机械清洁方法，用于清洁外科器械难以接触到的部分，如盒锁、

锯齿、铰链和管腔。简而言之，超声波振动通过清洗溶液产生气泡，当气泡变大时，它们就

变得不稳定并发生内爆，这叫作空穴现象。溶液中产生了真空，将碎片从器械上吸收到周围

的液体中。一些最新款的机器有自动灌装和排水能力。 

 

使用要求 

 器械在使用超声波清洗机之前应进行预清洗去除肉眼可见污物。 

 水温应在 27℃ (80F)和 43℃ (109F)之间，绝对不应超过 60℃ (140F)，因为蛋白质会凝

固。 

 应遵循厂商关于清洗溶液的剂量和温度的建议。 

 每天和每当肉眼可见污染时都应换水。 

 超声清洗单元在装填时应脱气以去除多余的气泡。可通过装填，关闭盖子和运行一个周期

5-10分钟来完成。 

 器械轴节应打开，完全浸入水中，并完全装填管腔。 

 为了防止气溶胶的产生，在运行之前必须关闭盖子。 

 在将器械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之前，请参考仪器制造商关于清洁信息的具体建议。 

 在用超声波机清洗后，器械应漂洗和干燥。 

 超声波清洗器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应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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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确认的过程 

 超声波清洗器的清洗过程需要每天进行方法确认，并记录结果以确保器械的安全使用； 

 器械拿出后应肉眼检查 

 铝箔试验 

 设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第三方检定 

 

自动清洗机 

清消一体机的工作原理是撞击原理，使用加压水物理去除生物负担。自动洗消机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清洁和消毒器械的方法，因为清洁剂和热作用。洗消过程包括预冲洗、酶洗、洗涤剂

清洗和润滑等多个步骤。热力消毒的终末漂洗应用去离子水，有助于防止矿藏沉积、生锈和

加快干燥。 

 

建议 

 清洗机架不能超载，器械应处于轴节打开状态，并装在篮子内。 

 多层托盘应分开放置在清洗机架上，所有的盖子都要移开。 

 应每天检查喷水臂以确保其工作正常。 

 器械在进入自动清洗机之前，通常不需要预先清洗，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对员工来说

更安全，因为他们不需要处理受污染的器械。 

 

推车清洗机 

推车清洗机是用来清洗推车，刚性容器，手术盆和其他医疗器械。推车清洗机与自动清洗机

的操作方式类似，但循环过程中没有酶清洗或润滑步骤。 

 手术器械不应在推车清洗机内清洗，除非设备制造商已进行方法确认。 

 不是所有的轮子都可以在推车清洗机里清洗。在使用此方法之前，请参考制造商的说明。 

 

清洁验证和质量控制 

检验清洗过程最常用的方法是目视检查。所有的医疗器械在打包消毒前必须检查。自动清洗

消毒程序的功效可以通过模拟干血的商业化产品来验证。若这种质量检查失败，则表明清洗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清洁化学品没有正确的进给；但该项检查并不能证明器械是干净的。

若要进一步试验参考 ISO 15883:5。洗消机的循环参数也要进行检查，以确保每个循环都满

足验证参数，并应记录。 

 

清洗是医疗器械处理过程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器械不清洁，就无法进行消

毒和灭菌。 

 

清洗操作 

所有的清洁作用都需要溶剂(温水)和摩擦去除污物，需要使用清洁剂，并让器械暴露一定的

时间。温水会增加一些化学物质的活性。我们总是力求最少的暴露时间，这样就在洗涤剂和

清洁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这和手卫生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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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清洁循环：所有因素都是必要的
18
 

 

 

 

 

医疗器械清洗的准备工作 

 

总结建议 

 一次性使用的锐器应在使用地点丢弃于抗穿刺的锐器盒以利于运输。 

 污染严重的医疗器械应用适当的方法处理，以减少风险暴露和对工作人员/访客/病人/居

民的伤害，减少对环境表面的污染。 

 污染的器械运送不得通过指定存放清洁或无菌用品区、访客/病人/居民护理区或高人流区

域。 

 不应将无菌和污染的设备一起运输。 

 复用医疗器械在消毒或灭菌前必须彻底清洁。 

 如果器械不能立即进行清洁，应预先处理以防止有机物在器械上干燥。 

 清洗(去污)的流程应包括分解、分类、预处理、物理去除有机物、漂洗和干燥，上述步骤

均应写成书面制度。 

 

我们强烈建议，导管、试管等一些具有小腔体的、很难清洗的医疗器械，应作为一次性材料，

不能再加工和重复使用。 

 

清洁中的做与不做 

应做到 

 确保洗涤剂在正确的浓度和温度下制备，并用于推荐的接触时间。 

 器械用后应保持湿润和清洁。 

 器械在清洗之前应拆卸。 

 器械铰链/轴节应打开以确保接触所有表面。 

 使用大小适宜的刷子清洗管腔。 

 使用柔软的鬃毛刷清洁锯齿和箱锁。 

 清洗后检查器械。 

                                                                 
18Sinner’s Circle (Dr Herbert Sinner, 1959) 



 

55医疗器械的清洁 

 器械应在水面下清洗以降低气溶胶产生的风险。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清洗所有医疗器械。 

 

不应做 

 不应使用金属刷或磨具清洗器械。 

 不应在流动水下清洁器械，因为这样会产生气溶胶。 

 洗消机托盘不应过载 

 不应阻挡洗消机中的喷水臂 

 不应浸没电力设备或电子产品(除非有防水帽) 

 不应使用不适合医疗器械的洗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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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复用器械的检查、组装和包装区是器械接受视觉检查和功能测试的地点。 

 

在测试之后，设备被重新组装、分类并打包成一套医疗器械，或者作为一个单独的医疗器械，

装在透明的袋子里或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包装。一些 RMDs（复用医疗器械）是按照制造商使

用说明进行灭菌的。 

 

器械检查和测试应保留记录。 

 

所有器械都应组装、检查和扫描(安装计算机可追溯系统)。如手动追溯，医疗器械可记录在

仪器托盘列表上。 

 

所有医疗器械应在指定和可控的地方进行检查，以优化灭菌效果，减少污染。应使用带光源

的放大镜。 

 

图 12. 计算机可追溯系统控制下的装配和打包 

 

 

 

检查 

清洗后检查和功能测试区 

 设备 

 流程 

 自动化清洗后的记录归档 

 检查和功能测试 

 装配 

 包装 

复处理器械准备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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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工作台 

 检查放大镜 

 光纤光源 

 绝缘测试设备：电火花针孔检测仪 

 高压蒸汽胶带机 

 包装材料夹 

 医疗器械篮(高压锅篮) 

 热封机(预制无菌屏障系统[PSBS]) 

 跟踪和可跟踪扫描器和计算机(计算机可追溯性) 

 原材料(每日存货) 

 

图 13.清洁后医疗器械的检查* 

 

 

*注意近距离检查使用放大镜 

 

推荐实践 

 检查操作前应执行手卫生 

 保持工作台处于良好状态，在交接班之间消毒 

 润滑不应使用油性物质 

 有任何皮肤病损伤的员工均不应从事该工作 

 

检查与功能测试（清洗后） 

 成套器械应分开独立检查 

 箱形接头、锯齿和缝隙应严格检查是否清洁 

 应检查器械（如动脉钳和夹钳）的铰链是否活动自如 

 应检查器械颌面和锯齿是否对齐 

 棘齿（齿轮）应检查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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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装多部件器械，确保所有零件的完整和正常运转 

 应根据各自厂商指示装卸多部件器械 

 任何损坏、缺损或故障的器械应立即报告给主管 

 应检查管路器械以确保通道通畅 

 内镜和光缆应根据制造商的指示进行功能检查 

 每套成套器械均应检查完整性，有无缺损 

 剪刀、咬骨钳、凿子和刮匙等器械上的刀刃面应检查是否锋利 

 涂有外部绝缘涂层的器械，例如电凝镊，需要仔细检查，以确保绝缘保持完整。绝缘器

械应使用电火花针孔检测仪进行检查。根据制造商的指示确保设备的安全使用。受损的表

面不仅会使灰尘和细菌聚集，而且对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也有潜在的危险。 

 每个器械都要检查，以确保所有部件自由移动，接头不粘。如果需要，可使用水基润滑

剂 

 每个器械在每次清洗周期后都要检查，以确保连接器械上的所有螺钉都是紧密的，并且

在清洗过程中没有松动 

 

图 14. 管腔检查图示 

 

 

 

 

器械放置于手术托盘 

器械灭菌前应按下列方式准备 

 清洗并干燥 

 有轴节的器械应轴节打开或保持解锁 

 多部件器械应拆卸零件或滑动件，除非器械制造商另有说明 

 具有凹面易积水的器械必须以不集结冷凝水的方式放置 

 较重的物品应妥善安排，不损坏较轻、较易损坏的物品 

 锐器应有尖端保护19，但不能太紧 

                                                                 
19CSA Z314.0-13 Medical device reprocessing – Gener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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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 

装配和检查的目的是确保： 

 所有器械均按手术托盘清单提供 

 所有器械均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正确组装 

 所有器械都以易于操作者使用的方式放置 

 

装配医疗器械所需空间 

应指定和控制进行组装和检查的区域，以优化灭菌过程的效果，使器械污染最小化 

 器械在准备包装和灭菌时，应将所有表面都暴露于灭菌介质(即蒸汽)中 

- 待灭菌的器械应拆卸，这一点也同等重要，以充分暴露于灭菌介质 

 带有棘齿的器械应只锁扣第一个棘齿，以确保蒸汽可以渗透到所有表面 

- 在放置托盘时应将相似的器械放在一起，例如，可以将动脉钳放在同一个器械销上 

 合理选择器械托盘，器械最好放置在单层中 

 托盘衬垫应该放置在手术托盘的底部 

 器械应按重量均匀分布在托盘表面；这有助于防止冷凝水集结 

 每一个器械都应该与正在装配托盘的手术列表进行对照 

 塑料制品应均匀放置于托盘中；避免把它们放在托盘一角 

 确保尖锐器械正确组装，避免外包装穿透，避免过热 

 锐器上放置的保护套应该经过蒸汽穿透验证 

 确保精密器械以一种不会对器械造成损害的方式放置在托盘中 

 任何从托盘上丢失的器械都应该报告给主管，以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记录不符合项 

 在装配托盘时发现的任何多余器械都应报告主管，以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记录不符合

项 

 

图 15. 托盘装配器械图示* 

 

*注意将托盘列表放在托盘内是错误的：由于它是纸做的，这产生的纸张棉絮可以转移到仪

器上并造成病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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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和包装材料 

器械灭菌前需要打包。包装材料和技术的设计是为了控住和保护器械，以方便灭菌和保持

无菌，并实现内容物在使用点的无菌取出。选择的材料取决于推荐的灭菌方法，且该材料

必须符合国际标准20。 

 

包装的一般原则 

包装材料类型的选择将取决于使用的灭菌过程类型21 

 打包方式应根据灭菌方法和器械的准备状态进行选择 

 每个包装都应该有一个外部化学指示剂(内部化学指示剂是可选的)，以及写有内容物、

批号、有效期以及操作者首字母的标识或标签 

 器械用以下任何一种无菌隔离系统(SBS)包装：预成形无菌屏障系统（PSBS），灭菌包装，

硬式可重复使用容器 

 在选择包装系统时，应评估每个特定产品满足预定要求和标准的能力 

 应选择适当大小的包装材料，以实现对被包装物品的充分覆盖 

 不应将中空制品和复用医疗器械（RMDs）或敷料放入纺织(亚麻)包装中，因为在烘干复

合包装材料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而且由于这些材料的温度以不同的速率增加，可能会影响

灭菌 

 一次性包装应只使用一次，并使用后丢弃在适当的医疗废物桶 

 器械包的包装应防止对精密物品的损坏 

 用于包装器械的托盘应该打孔，以便灭菌介质的穿透 

 包装在一起的中空制品应该用无孔材料分开，以保证蒸汽的有效循环 

 中空制品应包装好，使所有开口朝同一方向 

 只有与日常工作量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原材料存放在洁净室内 

 应查验包装材料与灭菌过程的兼容性 

 如使用包内指示卡，则需查验与包装兼容 

 推荐使用两种屏障类型的连续包装，因为它提供了阻碍微生物迁移的曲折途径 

 

包装系统的要求 

 包装系统必须适合将要灭菌的物品。它们应： 

- 允许识别内容物 

                                                                 
20EN 868-2:1999; EN 868-3:1999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systems for medical devices which are to be 

sterilized. Paperfor use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bags (specified in EN 868-4) an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ouches and reels (specifiedin EN 868-5).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N 

868-4:1999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systems for medical deviceswhich are to be sterilized. Paper bags.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EN 868-5:1999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systems for medical devices which are to be sterilized. Heat 

and self-sealablepouches and reels of paper and plastic film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21Materials used should comply with EN ISO 11607-1: 2006 Packaging for terminally sterilized medical 

devices Part 1.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sterile barrier systems and packaging systems. ISO 11607-2 

(2006) and EN 868, parts 2-10. ISO 16775 in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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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器械的完整和安全包装 

- 保护包装内容物不受物理伤害 

- 实现内容物取出时不污染 

- 保持包装内容物无菌直至开包 

- 随时促进无菌技术，包括包装的打开 

 

 包装系统必须适合使用的灭菌方法。它们应： 

- 提供足够的密封完整性 

- 为颗粒物和液体提供足够的屏障 

- 能够承受灭菌过程的物理条件 

- 允许灭菌介质的穿透和去除 

- 保持包装完整性 

- 允许使用与灭菌过程兼容的材料(即不可降解)。 

 

 包装系统必须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并具有以下属性： 

- 抗穿刺、撕裂和其他可能破坏无菌屏障并造成污染的损害 

- 防止微生物从周围环境中进入 

- 不应有破洞 

- 不含毒性成分 

- 不起毛（或很少起毛） 

- 防篡改，只能密封一次 

- 为颗粒物和液体提供足够的屏障 

 

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应保存在室温 18 至 22 度，相对湿度为 35%至 70%。包装材料的温湿度平衡对

保持产品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包装材料不应存放在靠近外墙或其他表面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温度可能低于或高于储藏

室的环境温度 

 包装材料应存放在高于地面 10 英寸/28 厘米的架子上22
 

 包装材料应周转以确保不超过其保质期(“先进先出”) 

 

包装材料要求 

 包装材料应经过灭菌使用方法的确认 

 不含有毒成分或染料 

 能承受高温 

 允许空气从包装和内容物中抽除 

 实现灭菌介质与包装内容物接触 

 实现包装和内容物的干燥，防止微生物、灰尘和水分在储存和处理过程中进入 

 可靠的防篡改密封 

 能够承受正常的操作，耐撕裂或穿刺，并实现无菌操作 

 成本经济 

 包装材料必须符合制造商对所使用的再加工设备类型的建议 

                                                                 
22CSA Z314.0-13 Medical device reprocessing – Gener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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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遵循包装制造商使用说明，以取得最佳效果。 

 

包装材料类型 

灭菌包装 

灭菌包装包括漂白绉纸和纤维素与合成纤维组成的包装，是压力蒸汽、干热和环氧乙烷灭菌

常用的包装材料。该材料允许蒸汽、空气和化学气体的渗透，并在干净、干燥的环境中提供

有效的屏障。 

医用级纸张没有松散的颗粒，但如果包装被撕开、切割或打开纤维撕裂封条打开，颗粒就会

被释放。 

 

在设施中使用的灭菌包装必须按照制造商的建议使用。不建议使用双层纸质无菌隔离系统

(PSBS)作为包装方法，因为这可能使蒸汽不能穿透包装材料(进一步的指导参考 ISO 16775)。

纸质无菌屏障系统不适合用于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方法，因为它们会吸收腔体内的过氧化

氢蒸汽，从而干扰后续的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的产生。 

 

硬质复用容器 

硬质复用容器用于大型外科器械的湿热灭菌。它们是由多种金属、铝、高密度聚合物或金属

和塑料合成物组成。底部和盖上的穿孔用蒸汽可渗透的高效过滤（HEPA）材料排列。容器

应适当地按密度装载，避免水分滞留和增加干燥时间等问题。容器使用后，应将容器拆开，

用洗涤剂和水清洗，干燥后灭菌。常规检查和维护是确保其持续有效性的关键。容器系统在

使用前必须经过方法确认。 

 

复用织物 

可重复使用的机织棉或棉/聚酯材料，可用于预真空灭菌器或下排气蒸汽灭菌器中重包裹的

包装。织物形成的细菌抵抗屏障较灭菌包装弱。 

 

应使用两层复用织物进行包装，有一层作为内包装；也可使用织物和一次性灭菌包装的组合。

织物上的缺陷会使包装失效，如孔洞和旧补丁。所有复用织物外包装都应该是双层厚度。虽

然复用织物(棉或聚酯/棉材料)作为微生物屏障的性能不如一次性灭菌包装好，但也应在清

洁、干燥的储藏条件下保持数周的无菌性。 

 

如使用复用织物(编织棉/聚酯材料)，应提供设施和制定程序，以检查和获取复用织物的质

量和适宜性。非常紧密或厚的编织材料可能妨碍空气的去除和蒸汽的渗透，不应该使用。唯

一的例外是澳大利亚市场引进了完全合成的“可回收屏障织物（recyclable barrier fabrics）”

材料。该材料非常耐用，因此很有吸引力，但采用之前应进行灭菌条件和有效干燥的方法确

认。当使用复用织物作为灭菌包装时，有额外的要求以确保每次使用前包装的适宜性23。 

 

非穿孔玻璃或金属容器 

玻璃管（用无吸收性的棉塞或卷曲的铝箔帽封闭）只能用于玻璃注射器和针头的干热灭菌。

由于玻璃是热的不良导体，因此需要进行热穿透研究。针头应该固定，使尖端不接触容器壁。 

 

玻璃瓶、药瓶和安瓿可用于实验室水溶液的蒸汽灭菌，有盖罐体可用于油的干热灭菌。非穿

                                                                 
23ISO 11607-1:2006, 5.1.11 and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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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金属容器仅适用于干热灭菌。 

 

铝箔可用作大件物品的包装材料，如外科手术钻头，可使用干热灭菌。在折痕上可能会出现

小孔，因此铝箔厚度级别应更高(~75μM)。金属不受蒸汽和气体灭菌介质的影响。 

 

一次性使用包装 

 医疗器械规范规定无菌器械应良好设计、制造，使用非重复包装，并/或根据适当的程序

以确保无菌 

 目前已明确表明，一次性包装可作为无菌器械的主要包装 

 对于手术室使用的医疗器械，建议采用双层包装 

 

包装材料的选择 

包装材料是根据尺寸、形状、重量和灭菌工艺选择的。见表 7。 

用于灭菌器的包装材料必须： 

 与灭菌过程兼容 

 适用于封闭和密封 

 不含松散的纤维和颗粒 

 不含有毒成分，不含快速染料 

 在推荐的灭菌条件下与包装内容物兼容 

 

包装材料的要求包括： 

 对空气、蒸汽和气态灭菌介质的渗透性，即实现蒸汽的去除和渗透。(这不适用于干热或

电离辐射。) 

 灭菌后可阻挡微生物渗透入侵 

在微生物渗透方面，无孔材料是坚固的屏障，而多孔材料则是有效的“过滤器”，只要包装

保持干燥（即使穿透材料的空气流通量小），就能有效控制微生物渗透24。 

 

包装材料建议 

推荐 

 灭菌包装可由纤维素纤维和无纺品制成，也可由纤维素和合成纤维制成。这两种类型都

适用于多孔负荷蒸汽灭菌和大多数气体灭菌，因为它们对空气、蒸汽和其他气体渗透良好 

 硬质复用容器应适合使用的灭菌方法，并与清洗方法和清洗剂兼容 

 纸塑袋在灭菌时应纸面与塑料面相邻放置。单个器械只应用纸塑包装 

 

不推荐 

 带孔的金属(灭菌)托盘，可以手动打开和关闭。这些托盘并不能保证其内容物的无菌性 

 报纸、棕色纸袋和其他不利于空气去除或蒸汽渗透的产品均不得使用 

 回收的包装材料不得使用，因为它们失去了完整性和细菌屏障，不利空气去除或蒸汽渗

透 

                                                                 
24Australian/New Zealand guidelines.Disinfection & sterilization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Centre for 

Healthcarerelate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CHRISP), 2006. Available from:  

www.health.qld.gov.au/chrisp/ 

[Accessed 20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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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亚麻被用于加强韧度和包装。亚麻布是可以使用的，前提是它被放置在

两层无纺布材料之间，然后才用于包装外科托盘。 

 

器械包和其包装的总重量不应超过 10 kg，容器包（盆、皿）总重量不应超过 3 kg。 

包装技术 

器械可以使用任何平整包装材料(纸包、纸袋、纸塑袋或胶布)的组合进行包装，也可以使用

容器进行包装，以保持产品的完整性。纸质材料包装的器械可使用封包法或纸包折叠法进行

包装。器械的包装应选择尽量减少污染风险（打开和取出内容物时）的方式。 

 

设备需要 

 包装材料 

 灭菌化学指示带 

 记号笔 

 标签（放在适当的地方） 

 托盘的衬垫 

 

包装类型 

 平整的包装材料 

- 包裹式 

- 信封式 

 容器 

 纸塑袋 

 

表 7. 各种类型的包装系统及其在无菌服务中的合理运用 

包装类型 用于 优点 缺点 注释 

纸（医用级） 

漂白绉纸；纤维

素纤维和合成

纤维 

蒸汽灭菌 

干热灭菌 

环氧乙烷 

 蒸汽、空气和化

学气体利于渗透 

 洁净干燥条件

下是有效屏障 

 无松散颗粒；仅

限单次使用 

 撕裂或切碎会有纤

维和松散颗粒 

 不适用于过氧化氢

等离子体——会吸收

过氧化氢 

 不利于无菌打开 

 

 应遵循厂商指示；双

层包装可能会减少蒸汽

渗透 

 纸包不太牢固；无法

看见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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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硬质容器

——金属、铝、

高密度聚合物

或金属和塑料

合成物 

大型外科手术

套件的蒸汽灭

菌 

 在灭菌后和运

输过程中保证器

械安全 

 

 容器必须正确装

载，以避免潮湿和增

加干燥时间 

 

 盖子和底部应穿孔，

允许蒸汽穿透；每次使

用后拆卸和清洗 

 需进行常规检查和保

养 

 容器系统使用前应进

行方法确认 

包装类型 用于 优点 缺点 注释 

机织织物。双层

布或纸与布结

合。初级包装 

预真空蒸汽灭

菌或下排气式

灭菌 

 重物包装 

 更强的抗撕裂

性；可重复使用 

 

 细菌屏障不佳 

 织物上的孔使它们

失效，阻碍空气的渗

透和空气的去除 

 不能单独使用 

 如果过于干燥，会

导致蒸汽过热，灭菌

失败 

 棉线引起“无菌”

伤口感染 

 清洁和干燥储存 

 在使用和复用过程中

应仔细检查和质量评估 

 不能单独使用 

 不推荐单独用于初级

包装，应有另一层（次

层或分层）覆盖 

 

合成织物 蒸汽灭菌  耐用并方便  灭菌前应进行方法

确认，并确保储存环

境干燥 

 

 需进行灭菌方法确认 

 

没有穿孔的玻

璃或金属容器 

干热灭菌  针具灭菌  热传导不佳——增

加干燥时间 

 不推荐使用 

灭菌液体使用

的玻璃瓶、药瓶

和安瓿瓶 

液体和油的干

热灭菌 

 液体和油的灭

菌 

 有限使用  不应经常使用 

厚 铝 箔 ( 约

75_M) 

干热灭菌  用于钻头等较

大的物品 

 

 不受蒸汽和气体的

影响 

 不推荐常规使用 

 

透明袋 

 聚合物 

 聚乙烯 

 聚氯乙烯

（PVC） 

 聚丙烯与聚

碳酸酯 

 尼龙 

蒸汽灭菌 

环氧乙烷 

 

 

过氧化氢等离

子蒸汽仅用于

干热 

 

 良好的抗菌和

防尘屏障 

 单个物品（每

袋一个医疗器

械）；保持无菌；

内容物容易看见 

 

 可以撕裂或穿孔 

 应适当的热密封

而不泄漏，以保持无

菌性 

 有些包装阻碍了

蒸汽的排出，增加了

空气的排出时间 

 用于单一器械或轻

的物品 

 有些聚乙烯袋不能

承受真空 

 不推荐使用 PVC袋和

尼龙袋 

 

特卫强
TM
粘接

聚乙烯 

优质粘合，纸状

无纺布 

 

蒸汽灭菌 

环氧乙烷 

低温甲醛蒸汽 

过氧化氢等离

子体 

 坚固、阻隔性

能好、化学灭菌

介质吸收少、可

热封，并有综合

性化学指示剂 

 较昂贵 

 不能普遍可得 

 

 良好的无纺布替代

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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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器械与可使用的初级包装系统示例* 

物品 推荐 可选 

纺织品包 双层包装材料； 

包裹式或信封式 

硬质容器，塑料薄膜袋 

少量的纺织品和/或绷带/

棉拭子 

塑料薄膜袋，如可能使用双层塑料薄

膜袋 

硬质容器 

用托盘/篮子装载的器械套

装 

双层包装材料； 

包裹式或信封式 

硬质容器，塑料薄膜袋 

单个器械 塑料薄膜袋，如可能使用双层塑料薄

膜袋 

硬质容器 

盆和托盘（小型） 
塑料薄膜袋，纸包，纸袋 

硬质容器 

导管、试管、软管 塑料薄膜袋，尽可能用双层塑料薄膜

袋 

双层包装材料，纸包，硬质容

器 

内镜 专用容器，塑料薄膜袋，尽可能用

双层塑料薄膜袋，卷型塑料薄膜袋 

双层包装材料，纸包 

良好医疗器械 

(单个装或套装) 

双层塑料薄膜袋，专用容器，带支架

系统的双层包装材料 

硬质容器 

乳房假体 单层包装材料包装袋 硬质容器，塑料薄膜袋 

* 改编自 Huys, J.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Supplies by Steam. Volume 1 – General Theory, 2nd edition. Renkum: 

Heart Consultancy, 2004  

 

包裹式包装法 

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放在工作台上。器械包放置在包装上，大约在包装材料的中心位置。

验证器械识别标签是否正确，即应与器械列表/托盘内部标签一致。该方法的逐步步骤指南

如图 16 所示。 

 

托盘的长边应与包装的长边平行对齐。包装纸的近侧边折叠，覆盖包装内物，折到托盘底部，

并反折。将包装纸远侧边折叠，覆盖包装内物，越过中线(边已经折叠在内物上)，边缘反折。

然后将包装纸短边折叠在内物上，使两边均有附着点。重复同样的步骤进行外包装。用灭菌

指示带固定。应安全包装物品，以避免裂开、翻腾和形成空气袋，破坏无菌性。器械标识标

签放置在外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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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包裹式包装法图示 

 

 

 

 

 

 

 

信封式包装法 

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并放置在工作台上。器械包置于包装对角线上，稍微偏离中心线。验证

器械/器械包识别标签的准确性，该标签应对应于器械列表/托盘内部标签。下面的图 17 展

示了该方法的逐步指南。 

 

取离包装内物距离较短的角，折向中心，覆盖于内物上。然后将左右角也分别折向中心。每

个角在折叠后都应反折，提供开口。最后，将剩下的大角折过顶部，塞进早先形成的褶皱下，

并反折出一个突角，便于无菌打开。重复同样的步骤进行外包装。用灭菌化学指示带固定包

装。应安全包装物品，以避免污染，破坏无菌性。器械标识标签放置在外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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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信封式包装法图示 

 

 

 

 
 

 

灭菌包或灭菌袋的热封 

热封设备在供应室中是必不可少的，这类设备对单个器械进行纸袋包装。不应使用橡皮筋、

胶水或浆糊代替热封。封口机需要用电并应定期维护，以确保最佳性能。 

 

所需的设备 

所有的设备至少每年维护一次 

 热封袋 

 热封机 

 记号笔 

 标签(如适用) 

 

 选择大小合适的热封袋 

 将器械置于袋中。去除包装材料中的折痕，因为这可能导致密封不充分或不均匀 

 热封前尽量排掉袋内多余空气 

 空气对于湿热是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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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灭菌过程中空气的膨胀会导致袋子破裂 

 将热封袋的开口端置于热封机中 

 在热封袋的开口端施加热量和压力 

 应检查密封是否完整，特别是在袋的扣件皱褶上 

 纸袋热封处的角落是弱点，该处纸面会自动反折，对于带角垫的包装，该处 4 层厚度的

材料会变成 2 层 

 通过热封前将该处垫片反向折叠可最小化上一个问题的发生 

 

热封机 

 热封机用于热封纸与纸（如纸包或纸袋），纸与薄膜（如层压材料、柔性包装系统）和

塑料 

- 热封是通过在加热板之间按压漆面。应持续监测机器的温度、压力和接触时间 

- 折痕、厚度和使用的材料类型都可能导致错误的密封 

- 封压条在打开时应进行检查，确保封压条已维护 

 热封机应进行完整的机械维护，包括温度校准，间隔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每天都应进行包装材料的测试，并在蒸汽灭菌过程前后检查密封的完整性和强度 

 有几种类型的热封机可供使用25(参考澳大利亚标准[AS] 4187)。热封机可以是下颚式，

也可以是连续式 

- 对于每种类型的热封机，操作者必须每天检查以下项目： 

 确保机器处于清洁状态，没有松纤维或棉线 

 确保封合处的覆盖元件完好，损坏时立即更换 

 验证灭菌过程对密封的影响。在蒸汽灭菌过程中，热封减弱，但冷却后通常恢复正常 

- 经 ETO、过氧化氢等离子体或辐射灭菌对密封无明显影响 

 此外，每三个月，操作员应检查和调整加热元件之间的间隙，以确保其参数在制造商的

建议范围内 

 

封条、指示物和标签 

胶粘带，如灭菌指示密封带，通常用于固定包装，并作为包外化学指示带。化学指示带在灭

菌过程中，可观察到颜色改变或变暗的对角条纹。胶带应在灭菌过程中保持黏合稳定，并不

阻碍灭菌介质渗透。 

 

热封对于柔性包装材料是最佳包装方法。通过 3-15 毫米的连续粘合密封将塑料面密封在纸

面上。热封工作的分解步骤为，首先将开口端两角向内折叠形成密封，接着，在整个包的开

口端做两到三个宽度的折叠，然后用胶带固定住褶皱（可用高压蒸汽灭菌指示带）。 

 

热封过程应小心进行。包装材料中的皱褶可能导致密封不充分或不均匀。当使用热封袋进行

双重包装时，包装应采用这种方式，避免将内包装折叠起来，以适合外包装。内部热封袋的

边缘不应折叠，因为空气可能被夹在褶内并阻止灭菌。当使用纸/塑料热封袋进行双重包装

时，应将纸的部分放在一起，以确保灭菌介质、空气和水汽的渗透和去除。这也方便器械查

看。安全包装器械是很重要的，可避免污染，从而影响灭菌效果。使用可粘的器械识别标签，

不要写在纸塑袋的纸面上。器械标识标签贴在外包装上。 

                                                                 
25Australian /New Zealand guidelines.Disinfection & sterilization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Centre for 

Healthcarerelate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CHRISP),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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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纸/塑袋装入灭菌器时，包装应放在同一方向(即纸张/塑料、纸张/塑料)。如果一

个热封袋放置在另一个内，应注意选择适当的尺寸。 

自密封包装（Self-sealing packages）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使用。 

严禁使用订书钉，因为它们会穿透包装材料。 

 

图 18.热封工作站图示 

 

 

 

 

低温包装的具体指南 

低温灭菌工艺对包装材料有特殊要求或限制。 

以下提出简要说明。 

 

环氧乙烷 

除棉或涤纶/棉织品外（会吸收环氧乙烷蒸汽），许多有孔包装材料和密封方法均可用于 ETO

灭菌。不可使用密封容器。不同的包装材料(以及被灭菌的货物)在灭菌过程中会吸收不同量

的环氧乙烷蒸汽。去除这些被吸收的气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特定的通风阶段和设备。

包装材料对灭菌过程的效果有显著的影响，任何改动都需要对灭菌过程进行再次方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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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等离子体 

只有纯合成包装材料才能用于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原因是此类包装材料不会吸收蒸汽。

极少量的蒸汽吸收也会干扰灭菌过程，阻碍深度真空的实现和等离子体的产生。合适的材料

可以从无纺布包和非纤维素软包装材料的范围内选择，并且应该在 120℃密封。 

 

过氧乙酸 

过氧乙酸作为液体灭菌剂进行灭菌。有孔包装材料不能使用，因为它们在灭菌过程最后会被

液体完全浸透。该过程主要用于裸露器械的灭菌，且灭菌器应离使用点距离很近。出于这个

目的，灭菌器自带的“卡式盒”为灭菌后的器械提供了一些保护，类似于包装材料的功能，

但这类卡式灭菌器无法保持较长时间（几分钟）的无菌性。 

 

贴标签 

待灭菌的包裹在灭菌前应贴上标签。标签上的信息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物品名称 

 包装设备名称 

 过期时间和/或灭菌时间 

 如可能，应标上“无菌”字样 

 装载批次 

 

标签信息应记录在灭菌的化学指示胶带或标签上，而不是在包装材料上。纸塑袋可以在热封

线外贴上标签，并贴在透明(塑料)面，因为油墨会穿透纸面。用于标记标签的记号笔应不可

擦去、无浸渍、无毒。尖头笔、水笔或圆珠笔不应使用，因为这些笔会破坏包装完整性。贴

在包装表面的标签应能经受暴露在灭菌过程中。可以使用商业化的、自粘的标签，其优点是

可以预打印和/或由计算机生成。标签必须保留在包裹上，直至使用点。注意，墨水和胶粘

剂也应该是无毒的。 

 

器械灭菌前的包装、标签和密封应根据部门实际情况制订制度、程序、协议和指南，并定期

审查、随时可见。 

 

无菌物品标签可使用背驮式批处理控制标签系统或计算机生成系统26。该标签将由手术室工

作人员放在病人的病程记录中，帮助追溯物品。 

 

最低标签要求27包括： 

 灭菌器识别号或识别编码 

 灭菌日期 

 循环装载批次 

                                                                 
26“Recommendations for manual batch labelling and manual tracking of instruments trays for 

Operating Suite”.Accessed 20th August 2015.) https://www.health.qld.gov.au/chrisp/ 

27A guide for selecting cleaning agents can be found in AS/NZS 4187:2003 .Cleaning, disinfecting and 

sterilizingreusable medical and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ssociated 

environments in health 

carefacilities.http://www.saiglobal.com/pdftemp/previews/osh/as/as4000/4100/4187.pdf. Accessed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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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贴标签期间的监测和控制 

贴标签期间应进行以下监测： 

 确保包装材料的外观良好 

 确保包裹是完整的 

 确保使用正确的产品和包装材料 

 确保产品标签正确无误 

 确保正确的密封 

 确保包装设备参数正确，如热封设备的温度表读数 

 在完整的密封中不应该有打开的封条、气泡或其他的裂缝 

 材料应检查有无撕裂和孔洞 

 应检查容器封圈和过滤器 

 应检查容器是否有损坏和篡改痕迹，后者可能妨碍无菌的保持 

 

包装系统的维护 

 应根据制造商的指示定期对复用硬质容器进行方法确认 

 有计划的预防性维护应按照 ISO 标准、制造商指示和/或本院制度、程序、协议和指南进

行 

 每个热封机每天都应进行热封效率、完整性和强度测试 

 对加工后的热封产品进行常规监测时，应检查产品的质量 

 热封机应每年保养一次。该保养服务包括温度标定和热封完整性和密封强度 

 预防性维护应按照制造商的指示，有计划地对所有设备和设施开展，确保与文件化程序

一致 

 应规定和记录定期维护任务的程序和执行频率 

 所有的维护、方法确认和维修记录应按照国家规定保存一段时间 

 应提名一名有资质的人员审查定期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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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医疗机构中，各种化学试剂用于消毒物品或设备。本节专门讨论不耐热器械清洗后化学消

毒剂的使用。 

理想的消毒剂 

 必须具有高杀菌活性。 

 可迅速杀死大量的微生物，包括芽孢。 

 化学稳定 

 在有机化合物的存在下是有效的。 

 与需消毒表面兼容。 

 有能力渗透到缝隙中(可取的) 

 价格不贵，审美上可接受。 

表 7 总结了特定消毒剂的抗菌活性。表 9 说明了化学消毒剂对各种微生物杀菌活性的下降

顺序。 

影响消毒效果的因素 

微生物的数量：随着生物负担的增加，消毒剂需要的作用时间也增加了。因此，必须对所有

的器械表面进行细心的清洗。有多个部件的器械应一步步拆卸、清洗和消毒。 

 

有机物质：生物膜和/或有机物的存在，如血清、血液、脓、粪便或其他有机物质，不仅抑

制了消毒剂的抗菌活性，还限制了消毒剂与器械表面接触，从而影响其有效性。 

 

微生物对化学试剂的抗性：这主要是指各种药剂的抗菌活性谱(见表 7)。 

 

消毒剂浓度：这指的是消毒剂所需的浓度，以产生预期的抗菌作用。高浓度可能对材料产生

有害影响，如腐蚀。 

 

物理和化学因素：一些消毒剂在一定的温度和/或 pH 值中具有最佳的抗菌活性。 

 

暴露的持续时间：每个消毒方法和消毒剂都与特定的时间量相关联，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稳定性：一些消毒剂在使用浓度上不稳定，例如，氯释放溶剂，应按消毒剂制造商/供应商

的推荐方法使用和丢弃。 

化学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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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化学消毒剂种类

 

化学物质 作用机

制 

优点 缺点 

邻苯二甲醛 

邻苯二甲醛（OPA）（Cidex OPA）

是用于高水平消毒的化学消毒剂。它

对应于无机醛类，含有苯-羧基。 

使用说明 

高水平消毒所需时间因国家标准和

厂商指示而异。如美国 FDA 标准规定

20℃下需浸泡 10-12分钟，加拿大标

准规定浸泡 10分钟，欧洲标准规定

浸泡 5分钟。 

使用浓度 

推荐的使用浓度为 0.55%。消毒剂一

旦开启，14天内使用完毕；未开启的

保质期可达 2年。 

通过细胞

组分烷基

化反应杀

死微生

物，并直

接作用于

核酸。 

 在 pH3-9 的宽范围

内均有优秀的稳定性，

且无需激活。 

 优秀的产品兼容性，

可快速作用，不会造成

器械表面凝血和组织

固化。 

 几乎没有气味，无需

激活。 

 无致癌，但建议用于

通风区域（类似于所有

化学品），因为对健康

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理

解。 

 比戊二醛更贵，没有声称抑制孢

子活性。 

 潜在的缺点是可能引起眼睛刺激

和蛋白质染色灰色，包括未保护的

皮肤、黏膜、衣物和环境表面。因

此处理溶液时应小心谨慎，并使用

个人防护用品（如手套、眼罩、口

罩和防喷溅隔离衣）。 

 另外，使用的设备应彻底漂洗，

防止病人皮肤或黏膜变色。 

 应按当地法规丢弃，因为 OPA 在

排入污水管道之前可能需要中和。 

 膀胱癌术后病人的膀胱镜不推荐

使用 OPA 消毒，消毒液残留可能引

起病人过敏性休克。 

 醛类消毒剂是固定剂，物品在浸

没前必须全面清洁。 

 有些产品可用试纸检测浓度是否

在有效范围。 

戊二醛 

这是一种醛类化合物，酸性和碱性溶

液均可发挥作用。酸性溶液较稳定，

无需激活，但作用较碱性缓冲溶液

慢。因此，酸性溶液不如碱性溶液应

用广泛。 

使用说明 

浸泡时间各国不同，但 10分钟是产

生杀菌作用的最少时间要求，20 分钟

是杀结核菌的最少时间要求，杀死芽

孢则需更长的接触时间（>3h）。 

使用浓度 

碱性溶液高水平消毒推荐的使用浓

度为 2%。酸性溶液加入碱性缓释液激

活即可作为碱性溶液使用。溶液一旦

激活，它就具有碱性的 pH值，这将

通过细胞

组分烷基

化反应，

改变微生

物蛋白质

DNA和

RNA的合

成 

 

 2%戊二醛广泛适用

于消毒对热敏感物品，

如软式内镜。 

戊二醛的制备具有以

下特性： 

 对金属和其他材料

无腐蚀性。 

 有机物存在对失活

影响较小。 

 碱性溶液有广谱抗

菌活性，包括细菌芽

孢。 

 

 

 刺激性和潜在毒性。 

 溶液一旦激活，往往会产生蒸汽，

引起职业性哮喘和接触性皮炎。 

- 如手和溶液接触时间  短（小于

5 分钟）可使用乳胶手套并用后丢

弃，长时间接触应使用丁腈手套。 

 储存时远离热源并盖紧容器。 

 在通风良好的区域使用并做好个

人防护（如制备、丢弃戊二醛溶液

和浸泡器械时应穿戴防护眼镜、塑

料围裙和手套）。 

 应监测环境中戊二醛浓度，8 小

时工作环境戊二醛职业暴露标准

（阈值限值/暴露值）应在

0.02ppm-0.05ppm 

- 溶液泄露时采取呼吸系统防护 

 醛类消毒剂是固定剂，物品在浸

没前必须全面清洁。 

 有些产品可用试纸检测浓度是否

表 9. 化学消毒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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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保质期缩短至激活后 14天。还有

一些配方可以延长 28天的保质期。 

在有效范围。 

甲醛 

甲醛是一类水溶液（福尔马林是 40%

的甲醛稳定溶液）。 

使用指征 

自 1996年起，由于毒性和刺激性，

任何形式的福尔马林在北美都被排

除在消毒剂名单之外。 

甲醛溶液对健康具有危害作用，不鼓

励使用。 

 

通过改变

核酸的合

成使微生

物失活。 

 无 

 

 

 刺鼻气味。 

 刺激黏膜。 

 潜在致癌。 

 甲醛是一种强烈的眼睛和鼻腔刺

激物，可导致呼吸窘迫和过敏性皮

炎。 

- 制备和丢弃甲醛溶液时应正确

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手套、眼镜、

围裙和呼吸系统防护）。 

- 需根据当地法规进行职业暴露

监测 

- 甲醛或福尔马林制品仅允许高

度专业人员使用。 过氧乙酸 

过氧乙酸是一种类似过氧化氢的氧

化剂。 

它有液态和粉状两种形式，不同厂家

的 pH 值也不同。 

使用说明 

使用过氧乙酸的自动化机器可以对

医疗器械、外科器械、牙科器械和内

镜、关节镜进行化学“灭菌”。 

过氧乙酸溶液可用于清洗后物品的

浸泡。 

使用浓度 

使用浓度为 0.1%-0.2%，使用时间为

5-15分钟。过氧乙酸不稳定，特别是

稀释后。溶液一旦制备，根据现行厂

商推荐应在 24小时内使用。常规监

测不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试纸可用于

某些产品浓度测定，以检查其是否在

有效范围。 

使蛋白质

变性并改

变细胞壁

的通透

性。 

 广谱抗菌活性(包括

芽孢)。 

 作用模式迅速。 

 不产生有毒废物。 

 不需要活化 

 有机物存在下也能

持续作用。 

 低温即可产生杀灭

芽孢作用。 

 不会造成血液凝固

和组织固定于表面。 

 穿透有机物质如生

物膜的能力比戊二醛

更强 

 

 对铜、黄铜、青铜、普通钢和镀

锌铁有腐蚀作用，但这些影响可以

通过添加剂和 pH的改变来减少。 

 可引起眼睛和皮肤损伤(尤其是

浓缩溶液)并引起黏膜刺激。 

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是一种用于高水平消毒的

氧化剂。 

使用说明 

通过产生

破坏性的

羟基自由

基来杀死

微生物，

这些自由

 对包括隐孢子虫在

内的多种微生物具有

活性。 

 在正常情况下，过氧

化氢在适当储存时非

常稳定(例如在暗色容

 它是金属制品的氧化剂。 

 使用 3%过氧化氢消毒的胃肠内窥

镜，曾报道有一种类似伪膜性结肠

炎的化学刺激。 

 与其他化学消毒剂相同，过氧化

氢稀释液的浓度应使用常规试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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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含有机物的表面上使用 3%的过

氧化合物是一种稳定有效的消毒剂。

用于软式隐形眼镜、眼压镜、双棱镜

和呼吸机的消毒浓度在 3%-6%之间。

由于与黄铜、锌、铜和镍/银镀层的

兼容性问题，在可能出现腐蚀问题的

设备上（如内镜或离心机）使用前，

应获得制造商的批准。过氧化氢在内

镜消毒时很少使用，因为担心其氧化

特性可能对内窥镜的某些组分有害。 

使用浓度 

使用浓度范围为 3%-7.5%。为达到高

水平消毒，应在 6%-7.5%浓度下作用

30 分钟。溶液可反复使用 21 天。 

基可以攻

击膜脂

质、DNA

和其他基

本的细胞

组分。 

器中)。 

 过氧化氢和过氧化

合物毒性和刺激性较

低。 

 无需活化和去除有

机物。 

 不会造成血液凝固

和组织固定于表面。 

 无气味刺激。 

 无需丢弃时特殊处

理。 

 不损坏玻璃和塑料

物品。 

 

测，检查有效性（如 7.5%-6.0%） 

 接触眼睛可引起严重损伤。 

有效氯化合物 

有效氯消毒剂的液体剂型是类似“漂

白剂”的次氯酸钠液体，固体剂型是

次氯酸钙或二氯异氰尿酸钠

【NaDCC】。二氯异氰尿酸钠片较稳

定，在相同的有效氯浓度下，片剂制

备的溶液抗菌活性较次氯酸钠强。次

氯酸钠溶液广泛用于家用漂白。 

使用浓度 

表 8列出了常用物品的消毒浓度。杀

灭分枝杆菌所需的最低浓度是

1000ppm（0.1%）作用于清洁表面 10

分钟。由于氯的腐蚀作用，物品浸泡

不应超过 30 分钟。 

抑制酶反

应，使蛋

白质变性

和核酸失

活。 

 作用迅速。 

 成本低廉。 

 广谱杀菌活性（包括

芽孢）。 

 无有毒物质残留。 

 不受水的硬度影响。 

 对多数病毒有效，环

境洗消的消毒剂使用

取决于感染类型和其

他项目（参考表 8）。 

 务必牢记下列因素

将影响氯的稳定性： 

- 存在重金属离子。 

- 不兼容阳离子清洗

剂。 

- 效率随溶液 PH值

升高而下降。 

- 溶液的温度 

- 存在生物膜 

- 存在有机物（尤其

低浓度使用时） 

- 紫外线辐射 

- 次氯酸盐的分解和

变质受到光、热和重

金属的影响而加速。

在太阳射线下会发

生聚合反应，需在不

 长时间接触（＞30 分钟）或使用

浓度不正确会腐蚀金属、损坏的塑

料、橡胶和类似部件。 

 漂白织物，地毯或软家具。 

 效率也随着浓度的降低、有机物

的存在和 pH 值的增加而降低。 

 次氯酸盐会刺激皮肤黏膜、眼睛

和肺，尤其是在通风不好的地方经

常使用。 

- 处理次氯酸盐溶液（无论液体、

粉剂/颗粒）时应正确穿戴个人防

护用品。 

 次氯酸钠不应与氨、酸或酸性体

液(如尿液)混合，因为它会释放有

毒的氯气，尤其是在密闭空间。 

 它们不应与甲醛共同使用，因为

一些反应产物是致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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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容器中储存。 

- 次氯酸盐的蒸发会

使有效氯浓度大幅

下降。次氯酸盐溶液

不应储存于无盖容

器。稀释的次氯酸盐

溶液应每日现用现

配，并保存于不透明

容器中防止分解。 

醇类 

使用浓度 

如果给定的浓度以百分数(“百分

比”)表示，则必须清楚地用重量(g/g

或 w/w)或体积(ml/ml 或 v/v)定义。

醇类(乙醇或丙醇)的浓度通常为

60%-70%。 

杀菌/杀

病毒的作

用机制是

溶解细胞

膜(磷脂

双层)。 

 抗菌适用性的一个

重要特征是醇与水的

混溶性。 

- 只有短链醇，如甲

醇、乙醇和丙醇，是

完全混溶的。 

- 在醇类物质中，三

种主要用于消毒和

抗菌：乙醇、异丙醇

(或 2-丙醇)和正丙

醇(或 1-丙醇)。 

 醇类具有广谱杀菌

活性，包括病毒和分枝

杆菌。 

 醇类会蒸发，无需清

洗以去除醇类残留物。 

 酒精不能很好地渗入有机物质

(特别是蛋白质)，因此只能用于已

物理清洁的硬表面或设备的消毒。 

 醇类应存放于阴凉处。 

 醇溶液是易燃的，所以在电凝（热

疗）前的皮肤准备时要小心。 

 存放醇类不应使用无盖容器，因

为它会释放蒸汽并刺激黏膜，特别

是在封闭的空间里。 

 如果在封闭空间中大量使用，可

能会引起眼睛和皮肤的刺激，因此

在通风不良的地方应避免使用。 

 如果大量吸入，会引起头痛和困

倦。 

 醇类不能杀死芽孢，如果怀疑或

确定艰难梭菌感染，则不能用醇类

进行手卫生。 

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最初在比利时奥斯特恩的

一家温泉疗养所作为水消毒剂使用

的。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它被用

于饮用水消毒、废水处理和污泥控

制。有些产品还用于器械和环境的消

毒。 

使用浓度 

5 分钟可达高水平消毒，10 分钟可灭

活芽孢。用于消毒之前(软式内窥镜

等)，应征询用户接受，检查器械兼

容性。产品浓度可用试纸测定，检查

其在有效范围。 

二氧化氯

(ClO2)是

氯在+IV

氧化状态

下的中性

化合物。

它通过氧

化消毒；

但是它不

含氯。 

 二氧化氯可用于对

热敏感器械的消毒，如

软式内镜。 

 广谱抗菌活性 

 稀释溶液在封闭无

光状态下稳定。 

 可能损坏某些金属和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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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有效氯的使用和推荐的溶液浓度28 

适用于 有效氯 ppm* 

血液溢出 10,000 

实验室废物 2,500 

普通环境消毒 1,000 

清洁器械消毒 500 

婴儿喂养奶瓶和奶嘴 125 

食品准备区和餐饮设备 125 

通过一定的暴露时间，从供水系统中根除军团菌 
5-50 

水疗池  

常规 1.5-3 

污染 6-10 

常规水处理 1.5-1 

* 未经稀释的商业漂白剂产品通常可获得 5.25%或 6.0% - 6.15%的次氯酸钠，这取决于制造商。 

* 二氯异氰尿酸钠(NaDCC)片剂也可用于氯溶液的制备。 

* 有测试条可用于测量稀释漂白剂中可用氯的含量，以确保达到如上所述的理想浓度。 

医疗机构化学消毒剂的安全使用 

消毒剂是化学试剂，可能是有害的，带有刺激性或腐蚀性，并可能通过接触眼睛或粘膜，

吸入蒸气或经皮肤吸收而造成损害。 此外，环境消毒剂可能会损坏织物，金属和塑料。 

 

雇主有义务在有关安全事项上通知、指导和培训雇员和非雇员；包括化学消毒剂的使用。 

 

 消毒剂原液应妥善保管，处理时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如手套、围裙、口罩和护眼

设备。 

 只要有可能，消毒剂应该被储存在一个密闭容器中，以减少蒸汽释放的危险。 

 储藏容器不允许长时间打开盖子并让消毒剂暴露在空气中。 

 工作应在靠近流动水、洗眼瓶和适当通风的地方（如抽风机或开窗）进行。 

 医疗机构在选购消毒剂时应进行风险评估。 

 使用者务必遵循厂商指示，必要时员工应接受监控并遵守操作规范。 

 

有些人会对消毒剂敏感或过敏，可能会出现皮疹、接触性皮炎等症状，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

会出现呼吸困难（哮喘）。这些个体必须告知管理人员，后者应将他们交给职业卫生部门评

估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使用化学消毒剂时应牢记以下几点： 

                                                                 
28Reprinted with modification from Fraise AP, Bradley C, eds. Ayliffe’s control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A practical handbook. 5th ed.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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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消毒的效果往往很难确定和控制/规范化，所以耐热物品首选热消毒法。 

 所有化学消毒剂必须明确标示并在有效期内使用。应现配现用，并储存在适当的容器中。 

- 化学消毒剂溶液不得互相混合或添加洗涤剂，除非它们是相容的。 

 消毒剂或洗涤剂溶液不得在多用途容器中配置和存放。以这种方式制备和储存的溶液很

容易被微生物污染，使用这种溶液会污染表面而不是清洁表面。 

 消毒剂有腐蚀性，可能损坏织物、金属和塑料。应参考厂商在材料兼容与灭菌或消毒方

法的指示。 

 消毒剂必须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和当地指南进行处理。 

 

图 19. 微生物对化学消毒剂抗性降序一览表 

 

微生物 示例 消毒级别 

朊病毒 克雅氏病的传染源 朊病毒程序 

细菌芽孢 枯草芽孢杆菌；梭状芽孢杆菌孢子；

艰难梭菌等 

灭菌 

球菌属 隐孢子虫属  

杆菌属 结核杆菌 高水平消毒 

亲水或小型病毒 脊灰病毒，柯萨奇病毒，鼻病毒等 中水平消毒 

真菌 毛癣菌属，隐球菌属，念珠菌属等  

细菌繁殖体 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沙门氏菌，脑膜炎奈瑟菌，

肠球菌等 

低水平消毒 

亲脂或中等大小病

毒 

单纯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呼吸道

合胞病毒，乙肝病毒，HIV 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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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活性及消毒剂性质概述 

 

表 11. 常用消毒剂的抗菌活性及其推荐浓度和性质的总结 

消毒剂 抗菌活性 其他性质 

 

 细菌 分枝杆

菌 

芽孢 病毒 稳定性 遇 有

机 物

失活 

腐 蚀

性/损

伤性 

刺激性/

敏感性 

    有包

膜 

无包

膜 

    

醇类 

60–70% 

(乙醇或异

丙醇) 

+++ +++ – ++ ++ 

是 

(密闭

容器 ) 

是（固

定属

性） 

轻微

（镜

面胶

合） 

否 

有效氯溶

液（有效氯

浓度

0.5–1%） 

+++ +++ +++ +++ +++ 
否（＜

1 天） 
是 是 是 

透明可溶

性酚

(1–2%) 

+++ ++ – ++ + 是 否 轻微 是 

戊二醛

(2%) 

+++ +++ +++ +++ +++ 

中等 

(14–28 

天) 

否（固

定属

性） 

否 是 

过氧乙酸

(0.2-0.35%

) 

+++ +++ +++ +++ +++ 
否（＜

1 天） 
否 轻微 轻微 

过氧化物* 

(3–6%) 
+++ ± ± +++ ± 中等 

(7 天) 
是 轻微 否 

活性: +++ = 好; ++ = 中等; ± = 多变; – = 无活性或活性不足. 

 *活性随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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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诊断和治疗程序现在正在使用软式或硬式内窥镜进行。感染的风险可根据诊疗的

侵袭程度进行分类。有效的洗消措施将保护患者免受感染，确保诊疗程序和样品的质量，延

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可能导致感染的原因有： 

 

 感染来自先前一个病人或内窥镜使用前的消毒不足 

 内源性皮肤、肠道和黏膜菌群 

 污染的润滑油、药剂、冲洗液或冲洗水 

 内镜处理设备不足 

 

了解传染源有助于制定洗消策略。 

由于器械和附件的成本高昂，病人之间周转迅速，内镜经常出现短缺。这给工作人员执行内

镜洗消程序造成压力，因此患者应安排周详，患者之间留有足够的时间以至内镜可以充分洗

消。工作人员应认识到内窥镜复杂性，并充分理解内窥镜的构造。由于没有彻底洗消内窥镜

的所有通道，洗消失败的案例经常出现，尤其是软式内镜。无论是中、高水平消毒或灭菌，

在这之前，清洗是洗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并应始终遵循厂商指示。得到厂商对内窥镜

与其洗消方法兼容性的认可也是必要的。 

 

内镜的类型 

 

硬式内镜 

硬式内镜（图 20）相对容易清洗、消毒和灭菌，因为它们相对软式内镜（图 21）没有复杂

的功能结构、管腔构造和兼容性等问题。现在多数厂商都推出耐高温高压的内镜，这样就能

避免使用化学消毒剂（图 22）。所有耐高温高压的内镜及其附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在

供应室洗消。 

 

 

 

 

图 20. 硬式内镜图示 * 

内镜的清洗与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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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式内镜 

软式内镜（图 21）对热敏感。这种内镜涵盖范围广，从无通道内镜如鼻镜、单通道内镜如

支气管镜到更复杂的多通道内镜如结肠镜、十二指肠镜。软式内镜通常需要化学消毒或低温

灭菌。 

 

 

 

 

 

 

 

 

 

洗消程序类型 

越来越多的察看和治疗程序使用内窥镜进行。表 12 说明了内窥镜的使用类型和推荐的消毒

方法。 

 

内镜的类型 硬式内镜举例 软式内镜举例 洗消级别 

侵入性–进入正常无菌

体腔或穿透皮肤或黏

膜进入体内 

关节镜 

腹腔镜 

膀胱镜 

肾镜 

血管镜 

胆道镜 

蒸汽灭菌或低温灭

菌如：等离子体气体 

非侵入性与完整黏膜

接触，但不进入无菌腔

体 

支气管镜 胃镜 

结肠镜 

支气管镜 

高水平消毒 

如：戊二醛、过氧乙酸、

二氧化氯浸泡 

表 12. 内 镜 洗 消 程 序 类 型  

图 22. 耐高压蒸汽的内镜标识  

图 21. 软式内镜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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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消设施 

硬式内镜的洗消最好在供应室进行，因为那里有现成的过程控制和方法确认。但需要快速周

转的内窥镜不适合在供应室处理，例如胃肠内窥镜，这些洗消工作通常在使用点进行。因此，

负责洗消的工作人员必须理解遵守规范的必要性。 

 软式内镜的洗消应该在专用房间进行，并远离诊室。 

 洗消室应通风流畅以消除潜在有害消毒剂蒸汽。 

 洗消室应配备足够大能容纳内窥镜的洗涤槽，并配备有肥皂和一次性纸巾的专用洗手池。 

 洗消室内应有从污到洁的流程，避免干净的内窥镜被用后污染的内窥镜再次污染。 

 应建立一个系统，指示哪些内窥镜已经准备好供病人使用。可通过自动内窥镜复处理机

（AER）打印或手动打印检查表。 

 有些最新的洗消单元设计了通往清洗消毒机的两通道系统，做到了洁污分离。 

 内镜应储存于不允许洁净内镜再污染的区域。 

 应有足够的贮存空间放置洗消过程中使用的消耗品，例如 PPE、化学品、清洁刷和医疗

废物。 

 

硬式内镜的洗消 

内窥镜和附件应完全拆开，所有可触及的表面应用现配的洗涤剂清洗。所有可触及的管道都

应用软刷刷洗。器械在检查和包装之前应漂洗和干燥，流程应符合规范。自动化系统可用于

清洁硬式内镜。 

 

软式内镜的洗消 

软式内窥镜的典型通道构型如图 23 所示 

 

图 23 需清洗和消毒剂渗透的内镜管道剖面 

 

 

来源：英国奥林巴斯赞助 

 

在清洗、消毒和漂洗过程中所有管道表面应保证接触到。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有

一个狭窄的升桥通道，需要专用注射器来冲洗这个管道。所有洗消过程均应遵循厂商指示。

洗消程序应在专用房间中进行，与诊室分开。表 13 说明了软式内镜复处理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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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软式内镜复处理步骤 

步骤 为什么要这么做 

床旁步骤 

(预清洗) 

去除容易分离的有机物。有助于减少干燥后通道堵塞的情况，特别是

不能立即送去手工清洗时。 

测漏 确保内镜的完整性。任何外表面的损伤都会使体液或化学物质进入内

窥镜的内部管路。 

手工清洗 刷洗可触及的通道，冲洗所有通道以去除有机物。该阶段也检测通道

堵塞情况。 

冲洗 去除清洗剂残留，清洗剂可能会影响消毒效果 

干燥 排出可能稀释消毒剂的多余液体 

消毒 根除潜在致病微生物，即细菌，也包括分枝杆菌和病毒 

漂洗 去除可能对病人产生有害影响的消毒剂残留 

干燥 在病人使用前或储存前排出多余液体 

 

床旁处理（预处理） 

内镜从患者体内取出后应立即处理，内镜的进入管应用含现配清洗液的一次性湿巾擦拭，清

洗液通过吸引活检管吸入。注射器应安置在送气/送水管端口上，并注水冲洗。 

 

测漏试验 

该步骤在手动清洗前进行，并应遵循厂商指示。如果检测到泄漏，就不进行洗消程序。应将

内窥镜送去修理。 

 

 

 

灌流器在需要冲洗的每个步骤都要使用。 

图 24. 灌流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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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清洗 

 水槽应足够大以容纳内窥镜而不需要过度卷曲。 

 清洗液应在正确的浓度和温度下制备。 

 中性 pH 洗液或酶洗液可用，但必须由内窥镜制造商认可兼容。 

 清洗液必须是专用于医疗器械的，而不是用于一般家政用途的洗涤剂。 

 清洗液冲洗前，必须刷洗可触及的通道，如吸引管/活检管，清除黏附物质。刷子必须沿

通道的整个长度刷洗并重复，直到刷子明显清洁为止 

 应在流动水下去除刷子上的黏附物质，以减少后续气溶胶产生的风险。 

 在刷洗后，所有管道必须连接灌流器，用现配的清洗液冲洗管道。清洗液使用后应丢弃。 

 

 

 

 

 

冲洗（第一道） 

应使用新鲜的饮用水29去除清洗液残留 

 

消毒 

消毒剂必须与内窥镜兼容，并在有效的浓度下，根据推荐的接触时间使用。内窥镜应放置在

容器中，容器应有足够的容量，使内镜完全浸没，并全程加盖，以减少消毒剂蒸气释放的风

险。最广泛使用的消毒剂是 2%戊二醛和过氧乙酸。有效消毒的关键参数是浓度、温度和接

触时间，应进行测量和记录。确保消毒剂与所有可接触的表面/管道接触亦很重要。有些消

毒剂是一次性使用的，每次使用后都应丢弃。多用途消毒剂已广泛使用，试纸可用于确定在

所需接触时间内的浓度仍然有效，即最小有效浓度。 

 

                                                                 
29WHO guidelines fo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4th ed.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图 25. 刷洗可触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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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洗（第二道） 

这一步骤用于去除消毒残留物，它可能对病人有害。内窥镜感染或假单胞菌感染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终末漂洗是内镜再污染。据报道假单胞菌属和非典型分枝杆菌可引起感染。可能发生

再污染的更高风险程序是膀胱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和 ERCP。对于这些内窥镜，建议使用

过滤（0.22μm）或无菌水漂洗。为了避免消毒剂残留物的蓄积作用，漂洗水每次使用后都

应丢弃。 

 

干燥 

向管道吹气可去除多余的液体，但不会完全干燥管道。储存前应进行吹气操作，可使用医疗

级别空气吹气，也可以先吹气再用 70%酒精擦拭。有朊病毒发生的国家不应使用酒精擦拭。

在许多国家存在“3 小时”的规则，内镜必须在处理后三小时内使用，因为在这个时间窗口，

终末漂洗水中存在的微生物可以繁殖到可能引发感染的数量。使用 70%酒精冲洗所有管道

降低了这种风险，并建议在储存之前操作。这种做法在英国不推荐，因为酒精的固定性质和

潜在传播相关疾病的可能。 

 

内镜的储存 

软式内镜最好悬挂储存，在无尘环境中允许管道排水。储藏柜可上锁。有些储存柜可作为干

燥柜，因为它们将过滤空气送入管道，允许长期储存，即长达 30 天。 

 

自动内镜洗消机（AER） 

自动内镜洗消机现在使用广泛，可提供标准化和可重复的洗消程序，同时保护工作人员不接

触化学消毒剂。一些 AER 可排烟去除消毒剂蒸气。AER 的使用不能代替测漏、床边预处理

和手工清洗（如需要）等一些必要步骤。AER 应符合 ISO EN 15883 第 130和第 431部分或

本国规范。这些标准描述了 AER 的设计，以及应该进行的方法确认和验证其功效的测试。

这些测试应在安装时进行（PQ）以检验机器的效能，并在进行周期性测试时提供比较基准。

水可能潴留在洗消机内，可能成为污染源，并导致生物膜的形成，特别是与铜绿假单胞菌共

存时，因此，建议每日运行消毒循环。 

 

附件 

内窥镜检查中使用的许多附件，例如活检钳、电刀等，是侵入性物品，为高风险性器械，灭

菌是首选选择。大多数附件是耐热的，理想情况应送到供应室进行蒸汽灭菌。如果缺乏设备

设施，可在高效消毒剂中浸泡。侵入性附件应首选一次性使用。这些物品清洗困难，但灭菌

前清洗必不可少。 

 

内镜洗消评审表格示例 

问题 是 否 N/A 备注 

预清洗流程     

                                                                 
30EN ISO 15883-1: 2006 Washer-disinfector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definitions and tests. 
31EN ISO 15883-4: 2008 Washer-disinfectors – Part 4: Requirements and test for washer disinfectors 
employingchemical disinfection for thermolabile endosc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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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冲洗所有管路，从病人取出后是否立即使用含清洗液的

湿巾擦拭外表面? 

    

手工清洗     

2 所有阀门和可拆卸部件在清洗前是否都已拆卸?     

3 手工清洗是在专用水槽中进行吗?     

4 是否在进行人工清洗之前进行测漏?     

5 一旦发现泄漏员工是否知道应采取的行动?     

6 清洗液溶液是否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准确制备?     

7 清洗时，所有可触及的端口和通道是否都用合适的刷子刷过?     

8 是否清洗了所有可触及的通道，外部表面都用清洁剂擦拭

过? 

    

9 是否所有的内部管道和外部表面都用水漂洗?     

10 是否有证据表明在人工清洗后内窥镜是明显清洁的?     

消毒     

11 如果消毒剂重复使用，是否测试和记录最小有效浓度?     

12 如果消毒剂是一次性使用的，是否配制正确，每次使用后丢弃?     

13 是否所有通道和外表面都暴露于消毒液中，暴露时间是否符合

制造商推荐的接触时间? 

    

冲洗     

14 内窥镜的所有通道和外表面是否用水冲洗？水质是否达标？     

使用自动内镜处理机（AFR）     

15 如果使用 AER，是否进行检查，确保液体通畅流向所有通道?     

16 如果使用 AER，是否测试水中微生物数量，确保水质达标?     

储存     

17 内窥镜是否存储于保护它们免受污染和/或损害的区域内?     

健康与安全     

18 在整个洗消过程中是否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PPE）？     

19 消毒剂的储存方式能降低蒸汽被释放到工作环境中的危险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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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是消除所有致病微生物，包括细菌孢子(如梭状菌和芽孢杆菌)。常规灭菌对朊病毒无效。 

灭菌适用于高危险性器械，如果可能，也适用于中度危险性器械。 

 

耐热高危器械灭菌的首选方法是蒸汽/湿热灭菌(首选真空灭菌)。 

 

医疗机构中使用的大多数医疗和外科器械都是由热稳定的材料制成，因此它们耐热，耐蒸汽，

可灭菌。 

 

对于不耐热不能承受蒸汽灭菌的器械，可用化学消毒剂，如： 

a) 环氧乙烷气体（ETO） 

b) 过氧化氢气体 

c) 过氧化氢等离子体 

d) 甲醛气体 

e) 臭氧 

f) 干热 

应选择正确的灭菌过程，以免对物品造成损害或灭菌不完全。灭菌和为无菌操作提供器械均

取决于整个洗消循环是否有效，包括清洁、包装、灭菌、储存/运输，也包括术前准备和在

病人身上使用器械。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器械，你就不能将它灭菌。 

 

灭菌过程 

第 1 节中讨论的风险评估适用于此。总的来说： 

 与无菌体组织或体液接触的医疗器械是高危险性物品。所有高危险性医疗器械应清洁,

然后消毒,因为微生物污染可能导致疾病传播 

 高危险性物品(即那些将进入无菌部位)包括但不限于,手术器械、植入物、足部护理设备、

进入无菌腔体和组织的内窥镜、阴道镜设备、活检钳和刷子、眼科和牙科仪器 

 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应尽可能灭菌。(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与非完整皮肤或黏膜接触，但

不穿透它们。) 

 

医疗器械的兼容性 

如一医疗器械与特定的灭菌方法兼容，那么该器械必须在有效灭菌的情况下保持功能。 

 

除其他因素外，灭菌系统对医疗器械进行有效灭菌的能力取决于组件材料和器械的设计，以

及灭菌前的生物负载(清洁度)水平。 

 

功能性是医疗器械能够承受灭菌过程并仍符合操作规范的能力。功能性是器械制造商在经过

复用医疗器械的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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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的灭菌周期后测试得出的结论。 

 

蒸汽灭菌 

蒸汽灭菌是在压力下使用饱和蒸汽灭菌的过程。该方法是对高危险度医疗器械进行灭菌的首

选方法。冷空气的排出对确保有效的灭菌过程至关重要——在冷空气存在下无法进行灭菌。 

 

蒸汽灭菌器的类型 

根据冷空气从腔体排出的方法，有几种类型的蒸汽灭菌器，分为动态空气排出（例如预真空）、

压力蒸汽脉冲灭菌器和被动空气排出（如重力排出） 

 

预真空灭菌器 

 在灭菌前的预处理阶段，使用真空泵或排水器排出腔体和器械包中气体 

 灭菌温度为 132℃至 135℃ 

 

压力蒸汽脉冲灭菌器 

 使用重复的蒸汽冲洗和压力脉冲去除腔体和器械包的空气 

 灭菌温度为 121℃至 123℃，132℃至 135℃，141℃至 144℃ 

 

重力排气灭菌器 

 使用重力将腔体和器械包的空气排出 

 灭菌温度为 121℃或更高 

 

蒸汽灭菌器根据腔体大小可从小型台式型到大型落地型。本文件所述的推荐做法适用于所有

类型和大小的蒸汽灭菌器，包括台式灭菌器。 

 

在使用任何灭菌方法时，必须遵循器械制造商书面、确定、特定型号的指示，获取灭菌器制

造商的功效测试。 

 

蒸汽灭菌方法 

以下装载/循环类型已经过蒸汽灭菌制造商的开发和测试： 

 包装后的器械（无孔循环） 

 织物包（有孔循环）。有孔循环指的是气体/液体进入管腔、管道或空腔器械的能力（例

如牙科手机和硬式内镜可能需要特殊循环环境，取决于该器械管腔的长度和直径） 

 器皿和玻璃器皿 

 有孔和无孔器械组合装载 

 液体和溶液 

 蒸汽灭菌的即刻使用（IUSS） 

 

有孔和无孔器械的循环/装载 

 蒸汽灭菌通过蒸汽与灭菌器械所有表面直接接触完成 

 直接接触仅在器械、器械包和腔体内所有气体排尽后才能完成 

 无孔物品，如不锈钢手术钳、持针器、剪刀和拉钩，不需要吸入空气就允许蒸汽与表面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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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孔物品，如织物、包装材料、纸张、橡胶或塑料物件，带管腔器械或带滑件器械，这

类物品可吸收空气/液体，或阻挡灭菌介质与表面接触，需更长的暴露时间保证蒸汽的充分

渗透。渗透装载常常是蒸汽灭菌的挑战 

 重力排气灭菌器灭菌有孔物品必须延长循环时间以排尽空气 

 在所有的有孔和无孔灭菌循环中，使用者必须遵循厂商指示，监测和记录灭菌时间和温

度等参数 

 

灭菌循环的监测 

每个灭菌设备和每个灭菌循环均应进行监测，以确保复处理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监测可用下

列方法： 

 物理方法（笔记本，显示器和打印） 

 化学方法（内部和外部指示剂） 

 生物方法 

 

如果灭菌器没有连接打印机，操作者应手动控制并记录灭菌过程的物理参数。表 14 展示了

灭菌记录示例。 

 

表 14. 蒸汽灭菌器物理参数的手动控制和记录 

日期 灭菌器

序号 

装载序号 循环开始

时间 

灭菌开始

时间 

灭菌结束

时间 

循环结束

时间 

签名 

        

        

        

灭菌监测的化学指示剂 

ISO 11140 根据指示剂的预期用途定义了 6 类化学指示剂。他们用预期的灭菌过程将指示剂

分类进一步细分。分类结构仅用于描述每类指示剂的特性和预期使用类型，并不具有层级意

义。具体分类见表 15 

 

表 15.化学指示剂类型 

类型 目的 

类型 1 

过程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预期用于灭菌包或灭菌容器，指示灭菌包已直接暴露于灭菌

过程，并且将已灭菌和未灭菌的包装区分开。 

类型 2 

特定测试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预期用于特定测试过程，如空锅运行的 BD 测试 

类型 3 

单一变量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设计于到达某个关键灭菌变量，如温度，用于指示是否暴露

于预先设定的灭菌过程变量，如 134℃ 

类型 4 

多重变量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设计于到达 2 个及以上关键灭菌变量，如时间和温度，用于

指示是否暴露于预先设定的灭菌过程变量，如 134℃，3 分钟 

类型 5 

一体化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设计于到达所有关键灭菌变量，如时间、温度和湿度，用于

指示该过程是否满足或超过 ISO11138 系列规定的生物指示剂性能要求 

类型 6 

模拟指示剂 

该类指示剂设计于到达所有关键灭菌变量，如时间、温度和湿度，用于

指示该过程是否满足特定灭菌循环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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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 

蒸汽灭菌器应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装载，以确保灭菌介质接触和渗透： 

 灭菌包合理放置避免超载 

 在边缘放置无孔托盘或容器 

 灭菌包应离开腔体面一定距离 

 凹面器械应呈一定角度放置，避免冷凝水形成 

 织物包装应垂直放置于灭菌器内货架 

 多重打包灭菌时应在纸面与塑料面间的包装边缘垫放无菌纸套 

 硬质容器不应堆放，除非厂商对容器结构进行过方法确认 

操作装载和初始化灭菌循环的人员应有记录。 

 

卸载 

上述循环完成后，执行卸载任务的操作员必须： 

 查看灭菌器打印的灭菌参数 

 查看循环时间和日期 

 核实循环序号与装载批量控制标号是否一致 

 核实是否使用正确的灭菌循环参数 

 检查装载物品是否有湿包迹象 

 检查装载物品的包装完整性 

每条循环参数（如温度、时间）的打印记录均应与医疗机构要求保持一致。 

 

装载冷却 

上述卸载完成后，操作者应： 

 肉眼核实外部化学指示剂结果 

 装载冷却至室温。冷却时间取决于灭菌的器械类型 

 确保冷却区域不在人流密集区域，并无强热或强冷空气干扰 

 

疑难解答——湿包问题 

当包内湿气以湿润、水滴或水坑的形式存在，则该灭菌包可认为是湿包。有两种类型的湿包，

外部湿包和内部湿包。当湿包情况发生，灭菌应视为无效，灭菌包应视为污染。湿包有几种

原因。
32 

 

即刻使用灭菌系统（IUSS）/“闪”灭菌 

什么是 IUSS 

IUSS 或“闪”灭菌是同一术语，是无孔器械和/或非空心器械在裸露条件下直接置于压力蒸

汽灭菌器中灭菌，灭菌器应距离使用点较近，以便器械灭菌后立即使用。在过去，IUSS 是

提供无菌外科器械的主要途径。 

 

特殊的快速灭菌器常设于手术室内，以处理裸露器械并方便器械立即使用。例如，一把仅有

                                                                 
32Centre for healthcare related infection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ion. Queensland Health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2006. https://www.health.qld.gov.au/chrisp/sterilising/section_appendix.pdf 

Accessed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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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牙科手机在操作过程中掉落在地，这把器械需进行紧急灭菌。这类灭菌器在 134℃下运行

3-10 分钟。IUSS 灭菌后的器械湿润、烫手，应降至室温使用。 

 

该灭菌方法应尽量避免使用，因为器械灭菌时没有包装，灭菌循环缺乏干燥步骤。这可能

导致器械再次污染的机率增加。 

 

IUSS 使用的指示剂 

如使用 IUSS 灭菌器，应仅在下列条件满足时使用： 

 制定操作实践，确保器械灭菌前正确清洗、检查和分配 

 该区域的物理结构合理，确保无菌物品直接运送至使用点 

 流程应制定、遵从和评审，确保无菌操作和无菌物品运送中人员安全 

 IUSS 处理后的器械应室温后立即使用 

 

IUSS 是否需要预包装 

IUSS 的另一个方法是在包装后的、干燥和低温（温度取决于蒸汽灭菌开始的时间）的环境

下提供器械。这种情况在器械存货充足、周转时间足够、设施完善和人员齐整的供应室可能

发生。在小型手术机构，供应室的操作过程常在手术室区域开展。然而，这就意味着违背了

几个标准中关于无菌包装控制污染的条款。 

 

目前在无菌器械的常规准备上有一项强烈的举措，即用于手术室的器械应处于包装完好的、

干燥的和凉爽的条件下，原因如下： 

 对接台手术的无菌器械分配有直接好处 

 手术室通常不会配备器械清洗设备，不如供应室设备齐全，有人担心手术室内处理的器

械进入 IUSS 程序前清洗、干燥不充分 

 成套器械如使用快速灭菌程序，则该套器械的无菌性是不确定的。快速灭菌器仅能处理

单个掉落的器械，不应用于成套器械的常规灭菌 

 灭菌器不应放置在接近手术室的区域，这样一来，IUSS 灭菌的器械从灭菌器到使用点过

程的无菌性无法保证 

 曾有 IUSS 灭菌物品引起患者损伤的报道，包括全层皮肤损伤导致永久疤痕、IUSS 灭菌

不完全器械引起的铜绿假单胞菌脑膜炎和手术部位感染。 

 

有一个商业化的折中方法，即IUSS灭菌后的器械在带阀门封闭容器内灭菌。该容器的阀门在

灭菌结束后将自动关闭(FLASH-PAKTM)
33
。应参照厂商关于最低温度暴露时间的推荐。该系

统的常规检查和保养应参照厂商推荐执行。 

 

IUSS 建议 

 仅限紧急使用，如应急手术、掉落器械； 

                                                                 
33A guide for selecting cleaning agents can be found in AS/NZS 4187:2003 .Cleaning, disinfecting and 

sterilizingreusable medical and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ssociated 

environments in health carefacilities. 

http://www.saiglobal.com/pdftemp/previews/osh/as/as4000/4100/4187.pdf. (Accessed 20th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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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数应急情况下，风险/收益比足够低，使用 IUSS 灭菌器械合理 

 在非应急情况下，风险/收益比很高，尤其当涉及到植入性器械时 

 IUSS 灭菌器绝不应用于植入物，吸引管、套管或其他没有经过 IUSS 灭菌程序验证的物

品 

 

IUSS 灭菌应最小化使用 

最小化IUSS常规灭菌应考虑下列几点： 

 增加某器械的存储量，特别是硬式内镜 

 将旧器械替换成可蒸汽灭菌的新器械 

 提供更多包装好的器械套装，重点关注在手术中提供器械的优势，并利于手术室管理 

 确保供应室或灭菌区的适当设计，优化灭菌包的生产和及时交付 

 列出手术清单，优化可用器械的无菌使用 

 

台式灭菌器 

台式灭菌器是门诊、牙科和郊区诊所最频繁使用的蒸汽灭菌器。台式灭菌器的腔体体积不超

过2立方英尺，蒸汽产自去离子水或蒸馏水。 

 

这类灭菌器为小型器械设计，如牙科器械，但不推荐管腔器械使用。该灭菌器是否能达到规

定的灭菌参数，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指示剂进行监测。 

 

确保物品和灭菌包卸载时是干燥的，因为湿气会将污染带入灭菌包内部。裸露器械更易受污

染。 

 

 
 

 

台式灭菌器在初级医疗中心或牙科诊所广泛使用是不应该的。 

 

“箱式”灭菌器看起来和操作起来就像厨房压力锅。将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注入到规定位置。

洗干净的裸露器械放置在灭菌篮中，并将后者放入灭菌器的架子上，保持篮子在储水器上方。

关上灭菌器舱门并打开开关。 

和其他类型的台式灭菌器一样，水沸腾变为蒸汽，将冷空气逼出直至灭菌器真空阀关闭。压

力逐渐增加直至到达预期的温度和压力（图25）。这个过程通常需要至少5分钟。完整的灭

菌循环将持续近16分钟，包括压力降至正常所需的10分钟，然后舱门才可开启。 

卡式腔体灭菌器 

一些蒸汽灭菌器拥有可复用卡槽，也就是腔体（图27）。卡槽是一类金属容器，大小不一，

取决于灭菌器的尺寸。卡槽由托盘、盖子和密封垫圈构成。在卡槽的底部有两个孔，允许蒸

图 26. 台式灭菌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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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和空气通过卡槽；一个是入口，另一个是出口。一定要确保这些开口是干净的，不要阻塞。 

 

卡槽中可放置了一定数量的器械(必要时可以包装)，然后将其关闭并放入消毒器中。包装的

器械需要大约14分钟的灭菌和干燥；未包装的器械所需时间较少。 

 

干燥循环是一个可选的步骤，因此，器械出锅后易潮湿，潮湿器械不能用于病人。需留意裸

露器械一旦从灭菌器中取出就不再保持无菌状态。器械应小心操作以将污染最小化。 

 

与其他设备一样，使用中应遵循厂商指示。如：某些器械可能对水中的污染物敏感，所以需

要遵循厂商指示，储水罐中应使用蒸馏水。 

 

 
 

 图 28. 台式灭菌器操作图示 

图 27. 卡式灭菌器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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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灭菌器的装载 

在灭菌期间，蒸汽必须在每个包周围自由流通，并且不受限制地进出灭菌包。纸/塑包，亚

麻包，以及任何有坚固底板的灭菌包，必须侧放。确保去除包内空气、器械接触蒸汽，并排

干冷凝水（图28）。 

 

当器械包挨个侧放时，纸塑包的纸面应与下个纸塑包的塑面相贴放置。空气和蒸汽仅从纸塑

包的纸面通过。 

 

器械包不应接触到腔体壁，这样会增加污染并损坏包装；蒸汽的自由流通也会严重受限。 

 

如果用户打算对器械以外的其他产品进行灭菌（如液体），应与制造商联系以确认灭菌器是

否支持这种使用，如可使用，该如何做。灭菌此类物品不应使用常规的灭菌循环和技术。 

 

 图 29. 台式灭菌器的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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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灭菌器的卸载 

在器械冷却之前不要处理无菌包。热包装可起到防潮作用，防止触碰时破坏灭菌屏障。手上

的微生物容易导致包装污染。检查包外指示卡，确保灭菌包已达到灭菌基本要求。仔细检查

是否有湿包，如有湿包，灭菌包必须重新处理。热包不应放置于冷表面（如金属台面）或空

调系统气流下（如空调通风口）。这会导致冷凝水生成，污染包内器械。任何灭菌物品出现

以下情况都应视为污染，需重新处理，包括湿包、破损、压缩或其它处理不当。 

 

化学（低温）灭菌方法 

化学气体（低温）灭菌用于对热敏感或对湿敏感医疗器械的灭菌。 

化学灭菌的制度和流程应包括： 

 人员资质，教育/培训和能力评估 

 医疗器械的准备和包装 

 灭菌器运行流程 

 化学参数和循环参数的监测和记录 

 工作场所内化学灭菌剂相关健康和安全方案 

 灭菌剂的处理、储存和丢弃。遵循厂商指示和当地法律法规。 

 

化学气体灭菌方法应使用自动循环腔体，保证灭菌过程和人员的安全。 

 

器械应与对应的低温灭菌方法兼容。使用人员应从器械厂商处获取器械功能兼容性信息，从

灭菌器厂商处获取灭菌器有效性信息。低温（气体）灭菌法可使用多种不同的化学气体包括： 

 环氧乙烷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 

 臭氧 

 低温甲醛蒸汽 

 化学消毒剂（不推荐） 

 

环氧乙烷（ETO） 

ETO是一类无色气体，可燃、易爆。环氧乙烷是耐热、耐湿医疗器械灭菌的少数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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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乙烷有4个重要参数（运行范围内）：气体浓度、温度、相对湿度和暴露时间。这些参

数将影响环氧乙烷灭菌的有效性。在其他条件限定的情况下，气体浓度和温度的增加将缩短

达到灭菌的必要时间。 

 

 ETO 会被许多材料吸收。正因如此，灭菌物品应在处理和灭菌前充满气体，并遵循厂商

指示。 

 充气步骤任何原因下均不应打断，期间更不应打开腔体，取回器械。 

 与其他灭菌过程相似，环氧乙烷灭菌的有效性亦决定于器械管腔长度、管腔内径、无机

盐和有机物质。 

 

过氧化氢气体（等离子体） 

考虑到气体浓度和接触时间，过氧化氢气体被认为是一类有效的抗菌剂，包括快速杀菌、真

菌、病毒和孢子的灭菌活动。该气体使用安全，可用于多数医疗器械和材料，包括电器元件

与电子设备。过氧化氢气体灭菌活动主要取决于气体浓度、暴露时间和灭菌过程温度。不能

承受高温的材料和器械，如某些塑料、电子设备、易锈的金属合金，都可以用过氧化氢气体

灭菌。 

 

单独使用的臭氧或臭氧与过氧化氢同时使用 

臭氧是一类有效的化学抗菌剂，并需要高水平的湿度。 

 

臭氧发生器使用医疗级别氧气（符合美国药典USP要求）、灭菌水和电流产生臭氧。灭菌循

环结束后臭氧通过催化剂重新转换成氧气和水蒸汽，后者排出至室内。灭菌循环的用时大约

为4小时15分钟。臭氧灭菌与很多常见材料兼容，包括不锈钢、钛、阳极氧化铝、陶瓷、玻

璃、二氧化硅、聚氯乙烯、聚四氟乙烯、特氟隆、聚丙烯、聚乙烯和丙烯酸。 

 

操作臭氧灭菌过程较安全，因为过程中不会接触臭氧，无毒物排放，无残留物气溶胶，而且

低温操作不会引起意外烧伤。但在材料兼容性方面会有一些限制，如铝、铜和聚氨酯，也不

能灭菌液体、织物及纤维素类材料（包括纸塑包装系统）。 

 

过氧化氢和臭氧气体组合相对仅臭氧气体，循环时间更短，内腔穿透能力更强。 

 

甲醛气体或低温甲醛蒸汽 

甲醛气体在环境中存在约2小时即可进行生物降解。然而，甲醛是有毒气体，具有刺激性和

化学过敏性；而且还是可疑致癌物。低温甲醛蒸汽可用于血液透析的所有材料。 

 

液体化学品灭菌 

 不推荐使用 

 大多用于高水平消毒 

 很少作为灭菌剂使用 

 灭菌过程难以控制，漂洗和干燥过程容易再污染，不可长时间存放 

 自动化设备增加了灭菌过程的安全性。但是这类设备需严格控制，操作人员需进行使用

和管理方面的良好培训。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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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于对湿敏感或无法浸没的物品 

 很难彻底漂洗干净 

 达到灭菌需很长的时间 

 灭菌后立即使用，无法储存 

 

表 16. 目前可用的灭菌方案:使用指征、监测要求、优点和缺点 

必须遵守制造商对产品浓度和曝光时间的建议。 

过程方案 

选项 

接触和/或 

循环时间 

注释 

灭菌   

蒸汽 

 预真空 

灭菌器 

 下排气式

灭菌器 

 小型台式

灭菌器 

循环时间

（3-18min） 

取决于灭菌温度

（121℃-134℃） 

首选灭菌方法 

使用指征 

 耐湿热的高度危险性器械和中度危险性器械，即不锈

钢器械、不锈钢器皿，如干桶、储槽、托盘等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所有含植入器械的装载都应使用额外的生物指示剂，

并在确认生物指示剂结果合格后方可使用 

 预真空灭菌器应额外每天进行空锅测试（动态空气去

除测试） 

 

优点 

 便宜 

 快捷 

 有效，并有很大的安全边际 

 可穿透灭菌包装，器械空腔 

 无毒-低环境影响 

 容易获取 

 灭菌器有多种尺寸，适用于多种用途 

 循环易于控制和监测 

 

缺点 

 不适用于无水物质(如油、粉)、木材，以及不耐湿、

热的物质 

 有些台式灭菌器没有干燥循环和/或打印机(用于每个

循环的物理监测) 

 会使器械潮湿、生锈 

 需要对蒸汽灭菌器的安全使用要求有充分的了解。并

不是所有机构的人员都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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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不锈钢手术刀片等相关器械经过多次灭菌循环后，

刃口会出现点蚀和变钝 

 对不耐热器械有害 

 显微外科器械因反复暴露而损坏 

 潜在燃烧物 

 

 

IUSS(也称为

“闪”灭菌) 

 

循环时间将根据

灭菌温度和所用

的器械包装系统

(如托盘、容器或

包装)而变化 

不是医疗器械灭菌的最佳实践方法 

使用指征 

 用于耐湿热高度危险性器械的紧急灭菌 

 不可用于植入物或成套器械、托盘器械 

 任何用于 IUSS 灭菌的托盘或包装进行方法确认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IUSS 的所有循环类型和装载装置（如打开的托盘、未

关闭的容器、单层包装）均应使用生物指示剂监测 

 循环应有记录，并且根据该记录，可以追溯到器械用

于哪位病人，以防不良灭菌事件的发生，如生物指示剂

监测不合格 

 

优点 

 快捷 

 

缺点 

 器械不能储存，因为循环结束时器械仍潮湿 

 难以满足安全灭菌操作的各项要求（如洗消、灭菌器

监测与维护、向无菌区的无菌转移），甚至在某些机构

是不可能完成的 

 

过氧化氢蒸

汽和气体(也

包括等离子

体) 

循环时间和温度

变化取决于灭菌

器的品牌和型号 

 

现有的灭菌时间

是 28-70 分钟，

循环温度不高于

60℃ 

使用指征 

 用于不耐湿热的高度危险性器械和某些中度危险性器

械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优点 

 比环氧乙烷快速。某些循环比蒸汽灭菌更快（约 28-7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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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环境安全(最终产物是水和氧气) 

 与很多医疗器械兼容（如对湿和热敏感的器械） 

 没有有毒废物 

 易于安装和操作 

 目前不需要工作人员监督 

 不需要通风 

 无化学残留 

缺点 

 与某些器械不兼容。与灭菌器和器械的厂商均应确认

兼容性 

 不可灭菌吸收过氧化氢的物品（如:亚麻、纱布、纤维

素/纸、木材） 

 穿透性差 

 用于过氧化氢灭菌的包装和托盘须进行方法确认（如

聚丙烯包装、特卫强无菌袋Tyvek-backed peelpouches） 

 器械灭菌前应干燥 

 不可灭菌含纤维物品（纸）、亚麻和液体 

（译者注：无纺布通常含植物纤维） 

 对可有效灭菌的器械空腔有长度限制 

- 某个型号的灭菌器灭菌空腔器械需要“助推器” 

环氧乙烷气

体 

灭菌和通风（必

须）时间一共约

15 小时 

使用指征 

 用于不耐湿热的高度危险性器械和某些中度危险性器

械，如电气设备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可使用 4 小时出结果的生物指示剂 

 

优点 

 无腐蚀性 

 可穿透包装材料、进入器械空腔 

 可穿透某些合成材料 

 物品兼容性极佳 

 对多种微生物有效 

 单间放置和负压腔体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气体泄漏和

ETO 暴露的可能 

 操作简单，易于监测 

 

缺点 

 对人类有毒副作用，且致癌 

 由于通风要求，循环时间长 

 须监测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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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控制和监测环境中排放量 

 易燃易爆。可与其他化学物质强烈反应 

 比蒸汽灭菌昂贵 

 与某些材料不兼容，如硅胶 

 须选择易于 ETO 穿透的包装材料 

 高成本的灭菌方法 

臭氧  全球范围内不经常使用 

使用指征 

 用于不耐湿热的高度危险性器械和某些中度危险性器

械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优点 

 比环氧乙烷快捷 

 对环境安全(最终产物是氧气) 

 与某些医疗器械兼容 

 

缺点 

 可能与某些器械不兼容。与灭菌器和器械的厂商均应

确认兼容性 

 某些材料限制使用（译者注：如橡胶类） 

 用于臭氧灭菌的包装和托盘须进行方法确认（如聚丙

烯包装、特卫强无菌袋Tyvek-backed peelpouches） 

 对可有效灭菌的器械空腔有长度限制 

甲醛气体或

低温甲醛蒸

汽 

使用浓度和温度：

70-75℃下操作

生成的甲醛浓度

为 8-16mg/L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优点 

 比环氧乙烷快捷 

 每循环成本相对较低 

 与某些医疗器械兼容 

 不产生有毒废物 

 易于安装 

 广谱杀菌（如病毒、真菌、结核杆菌等） 

 

缺点 

 已知是一种有毒、刺激性和过敏性化学物质 

 疑似致癌和致突变 

 为了安全使用，建议严格控制环境——不超过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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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 (8 小时) 或 2 ppm (15 分钟) 

 不兼容对湿敏感的物品 

 纸张和织物不兼容 

干热（也称为

热空气或烤

箱消毒器） 

 重力对流 

 机械对流 

暴露时间和温度

变化取决于待灭

菌的物品。 

典型参数为

（170℃60 分钟

或 150℃ 150 分

钟） 

不是医疗器械灭菌的最佳实践方法 

使用指征 

 用于不耐湿热与真空的高度危险性器械的灭菌 

 临床上很少使用，用于灭菌一些受限制的物品，如玻

璃器皿、油类、粉末和对湿敏感的材料/器械。 

 

监测 

 灭菌监测应使用生物指示剂（至少每天进行）、化学

指示剂（每包）、物理监测（每循环） 

 

优点 

 无腐蚀性 

 可到达无法拆卸灭菌的内部部件(通过热传导) 

 便宜 

 可有效、安全地灭菌牙科金属器械和口镜 

 

缺点 

 因导热过程缓慢，灭菌周期较长(30 至 180 分钟，视

温度而定) 

 可能产生温度波动，尤其对于重力对流型（141℃至

180℃） 

 灭菌后，安全处理前，需要很长的时间冷却 

 高温会损坏某些材料，即熔化或燃烧 

 耐干热灭菌的材料/器械类型有限 

 穿透性差 

 破坏对热不稳定的物品 

 不能用于灭菌液体 

 牙科手机普遍不适用 

 不推荐使用 

液体化学制

品（如戊二

醛、过氧乙

酸） 

 不适用于灭菌——只可用于高水平消毒 

优点 

 无 

 

缺点 

 控制困难 

 冲洗和干燥时有很大概率再次污染，不利于后期储存 

 需严格控制，使用人员应接受良好培训 

 不能用于对湿敏感物品或不能浸没的物品 

 彻底冲洗是一项挑战（译者注：很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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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灭菌所需时间较长——12 小时 

 必须立即使用——不能储存 

 

灭菌评审 

评审问题范例 

复用医疗器械的灭菌 

安装、方法确认和性能确认 (IQ, OQ, PQ) 记录根据当地卫生当局的政策进行文件记录和维

护整理 

高度危险性器械由经批准的灭菌过程灭菌 

不可接受的灭菌方法包括煮沸、玻璃珠灭菌器、微波和紫外线 

穿过正常无菌组织的内窥镜和附件每次使用前都要清洗和消毒，如关节镜、膀胱镜、腹腔镜 

清洁总是先于消毒 

 

A -蒸汽灭菌 

通用准则(包括“闪”灭菌 [IUSS] 和台式灭菌器) 

建立系统以清晰区分未灭菌物品和已灭菌物品 

器械灭菌前对蒸汽处理过程和选择的循环进行方法确认 

使用中的消耗品适用于灭菌方法，例如生物指示剂、化学指示条和胶带 

使用中的消耗品在有效期内使用，例如生物指示剂、化学指示条和胶带 

 

制备和打包 

器械的制备方式有利于灭菌和无菌呈现，例如拆卸、打开锁扣、标准包装方法、适当大小的

包装材料 

每个包装内均放置一个内部化学指示剂 

对所选灭菌过程的包装材料进行方法确认和批准使用 

蒸汽灭菌的器械包(包括容器)总重量不超过 10 公斤 

蒸汽灭菌的包装容器的总重量不超过 3 公斤 

灭菌物品上标有装载/循环序号、灭菌器编号和灭菌日期 

外部过程指示剂在每个包的外面 

 

装载、卸载和冷却 

包装物品的装载方式应便于灭菌，例如，不要过于拥挤，远离腔体壁，在边缘揭开纸塑袋 

每个装载使用正确的循环，包括正确的循环参数，即时间和温度 

检查循环结束后关键参数的打印结果并签名，即暴露时间、暴露温度、循环压力和循环序号

与批次控制标签相符 

装载检查是否有明显的湿包和/或包装破损 

将装载物品冷却至室温后处理物品 

冷却区无大量人流，无强气流(暖流或冷流) 

 

蒸汽——监测与存档 

通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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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装载的内容物都有说明并存档 

所有监测结果均应存档 

 

物理监测 

检查循环结束后关键参数的打印结果并签名，如时间、温度、压力 

循环序号与批次控制标签相符 

根据灭菌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进行测漏测试 

 

化学指示剂 

每日应进行 BD 空气去除测试（仅深度真空【high-vacuum】灭菌器需要） 

当卸载灭菌包时，应检查每个包装包外过程指示剂 

 

生物指示剂 

生物指示剂测试应（至少）每天进行 

每一种循环类型均应使用生物指标剂监测，例如深度真空，重力排气和延长循环 

灭菌植入医疗器械时，每一锅装载均应使用生物指示剂 

如果生物指示剂阳性，该锅次的装载应召回，并且根据医院制度启动阳性结果调查 

“控制”测试根据生物指标厂商的使用说明进行，例如，控制批号与生物指标测试相匹配（译

者注：生物指示剂验收） 

 

B–闪灭菌（IUSS） 

通用准则 

IUSS 闪灭菌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建立系统以清晰区分未灭菌物品和已灭菌物品 

植入物绝不能使用 IUSS 灭菌 

封闭完整的器械包不能用 IUSS 灭菌 

如果进行 IUSS 灭菌，除包装外，所有流程均应符合第 6 部分（清洗）和第 10-1 部分（蒸

汽灭菌） 

IUSS 灭菌事故应向患者安全学习系统（Patient Safety Learning System）报告 

 

IUSS——监测与存档 

每个 IUSS 灭菌循环均应存档并记录以下信息 

 灭菌器识别号 

 IUSS 灭菌的器械 

 经验证和签名的灭菌器打印结果 

 生物和化学指标剂的结果(如适用，即植入物) 

 在病程记录中记录，并描述器械类型和使用 IUSS灭菌的原因 

 装载记录（上述）的验证和签名应落实到个人，该名人员是放行 IUSS的人员 

 IUSS灭菌使用的生物和灭菌指示剂应适用 

 

物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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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每个循环的物理参数并记录结果，如暴露时间和温度 

根据灭菌器制造商的使用说明进行测漏测试（适用于预真空灭菌器） 

 

化学监测 

每日应进行 BD 空气去除测试（仅预真空【pre-vacuum】灭菌器）并存档 

每个盛放待灭菌器械的托盘内均放置一个内部化学指示剂 

 

生物监测 

生物指示剂测试应（至少）每天进行 

每一种循环类型均应使用生物指标剂监测，例如深度真空，重力排气和延长循环 

每一锅包含植入物的装载均应使用生物指示剂 

如果生物指示剂阳性，应根据医院召回程序启动阳性结果调查 

“控制”测试根据生物指标厂商的使用说明进行，例如，控制批号与生物指标测试相匹配（译

者注：生物指示剂验收） 

 

化学（低温）灭菌方法 

C–过氧化氢/过氧化氢蒸汽 

通用准则 

建立系统以清晰区分未灭菌物品和已灭菌物品 

器械灭菌前对过氧化氢系统灭菌和选择的循环进行方法确认 

选择正确的循环（包括参数），如用于软式内镜的延长循环 

使用中的耗材在有效期内，如生物、化学指示剂、灭菌剂、胶带 

蒸汽板每 30 天或 145 次更换一次，并记录变化 

 

制备和打包 

器械清洁参照第 6 部分（清洁）和/或第 9 部分（内镜） 

器械的制备方式有利于灭菌和无菌呈现，例如拆卸、打开锁扣、标准包装方法、适当大小的

包装材料 

每个包装内均放置一个内部化学指示剂 

增效剂在需要时使用(如用于植入)，并正确应用 

用于过氧化氢灭菌系统的包装材料和耗材应进行方法确认和批准使用 

灭菌物品上标有装载/循环序号、灭菌器编号和灭菌日期 

外部过程指示剂在每个包的外面 

 

装载和卸载 

包装物品的装载方式应便于灭菌，例如，不要过于拥挤，远离腔体壁，在边缘揭开纸塑袋 

每个装载使用正确的循环（长循环或短循环） 

装载检查是否有明显的湿包和/或包装破损 

查验外部过程指示剂结果 

 

过氧化氢–监测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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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准则 

每锅装载的内容物都应记录 

所有监测结果都应记录 

生物指示剂和化学指示剂（包括胶带）应适用于过氧化氢灭菌系统 

 

物理监测 

检查循环结束后关键参数的打印结果并签名，即正确的循环、两次重复注入、扩散和等离子

体形成，以及打印结果底部写有“循环完成” 

循环序号与批次控制标签相符 

 

化学监测 

卸载灭菌包时，应检查每个包外外部过程指示剂颜色的变化 

 

生物监测 

生物指示剂测试应（至少）每天进行 

每一锅包含植入物的装载均应使用生物指示剂 

生物指示剂监测结果应记录在案 

如果生物指示剂阳性，应根据医院召回程序启动阳性结果调查 

“控制”测试根据生物指标厂商的使用说明进行，例如，控制批号与生物指标测试相匹配（译

者注：生物指示剂验收） 

 

D–环氧乙烷（ETO） 

通用准则 

待灭菌的器械应对 ETO 灭菌适用性进行方法确认 

使用中的耗材在有效期内，如生物、化学指示剂、灭菌剂、胶带 

通风、环境监测与 ETO 排放应符合 OH&S 和加拿大环境指南 

建立系统以清晰区分未灭菌物品和已灭菌物品 

 

制备和打包 

器械清洁和干燥参照第 6 部分（清洁） 

器械的制备方式有利于灭菌和无菌呈现，例如拆卸、打开锁扣、标准包装方法、适当大小的

包装材料 

每个包装内均放置一个内部化学指示剂 

包装材料和耗材应进行方法确认和批准使用 

灭菌物品上标有装载/循环序号、灭菌器编号和灭菌日期 

外部过程指示剂在每个包的外面 

 

装载和卸载 

包装物品的装载方式应便于灭菌，例如，不要过于拥挤，远离腔体壁，在边缘揭开纸塑袋 

每个装载使用正确的循环（长循环或短循环） 

装载检查是否有包装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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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外部过程指示剂结果 

 

环氧乙烷–监测与存档 

通用准则 

每锅装载的内容物都应记录 

所有监测结果都应记录 

生物指示剂和化学指示剂（包括胶带）应适用于环氧乙烷灭菌 

 

物理监测 

检查循环结束后关键参数的打印结果并签名，如时间、温度和/或压力 

循环序号与批次控制标签相符 

 

化学监测 

卸载灭菌包时，应检查每个包外外部过程指示剂颜色的变化 

 

生物监测 

生物指示剂测试应每锅进行 

生物指示剂 BI 监测结果应记录在案 

如果生物指示剂阳性，应根据医院召回程序启动阳性结果调查 

“控制”测试根据生物指标厂商的使用说明进行，例如，控制批号与生物指标测试相匹配（译

者注：生物指示剂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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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医疗机构已经制定了关于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的制度。高度危险性及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作

为一次性使用的不得复处理和重复使用，除非使用经权威许可的复处理过程。 

 

医疗机构如希望将一次性医疗器械进行复处理，则需通过经许可的复处理过程，该过程由监

管机构认证或质量体系审核认证，以确保清洁性、无菌性、安全性，并且不影响待处理医疗

器械的功能。为使高度危险性或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在这样的体系下进行处理，应执行QA

程序以确保： 

 

 良好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器械功能和完整性保养维护 

 保证灭菌或高水平消毒 

 致热源检测 

 器械标记与可追溯 

 灭菌不合格医疗器械召回 

 不良事件报告 

 质量控制 

 

购买锐器或尖锐的器械时，确保这些锐器可以安全地清洗和复处理。一次性使用器械复处理

之前应考虑再三，并权衡员工的利益和患者的安全。 

 

管理者经常基于经济和环保的想法，决定对这类器械的复处理。这些理论上的利益是值得商

榷的，因为许多处理程序需确保器械是否安全，确保器械是否适合复处理。这个风险不能由

处理方承担（即从事医疗器械复处理的工作人员）承担。许多一次性使用的器械正在重复使

用，而没有对患者增加的风险进行适当的评估。 

 

安全问题 

 一次性使用器械可能设计上不允许彻底的洗消。 

 复处理可能改变器械性状，性能可能受到影响。 

 一次性使用器械没有经过广泛的测试验证和复用测试。 

 一次性使用器械在设计上可能存在潜在交叉感染风险，例如管子的细孔。 

 一些材料可以吸收某些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以随时间推移逐渐从材料中析出。 

 化学品可能导致器械材料的腐蚀或变化。 

 材料在复用过程中可能经历应力，导致器械失效、拉伸或断裂。 

 不充分清洁的器械可能携带细菌内毒素，内毒素在细菌死后仍然存在。 

 

一次性医疗器械的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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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顾厂商劝阻复处理或重复使用一次性使用的器械，应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负有完

全责任。 

 

单个病人使用 

一些器械仅适合于单个患者使用，例如社区内间歇性使用的导尿管和排尿治疗设备。医疗器

械可能多次用于同一病人，该器械在每次使用之间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复处理。建议向制造

商和感染预防和控制小组寻求适当的洗消方法。 

 

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通常由制造商标记国际通用标识，如下所示（图30）。 

 

 

 
 

 

可重复使用的器械，例如外科器械，设计上允许多次在不同的病人上使用，制造商将提供关

于如何在每个病人之间安全地复处理的详细说明。 

 

一次性使用的器械，由制造商设计仅用于单个患者，然后丢弃。重点是“单个病人”，一个

器械可以多次用于同一个病人，视器械设计和制造商指示情况而定。 

 

在决定复处理一次性使用器械时，需要考虑很多。需征得医疗机构最高行政的同意，更应征

询预防和控制感染团队、供应室和生物医学专家。 

 

重复使用的风险 

重复使用一次性器械的健康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器械的类型和它与病人的身体接触的方

式。根据Spaulding分类法，一次性使用的器械通常被归类为高度危险性、中度危险性和低

度危险性。在这种定义下，高度危险性一次性使用器械是指在使用过程中接触无菌组织或身

体器官的器械。中度危险性一次性使用器械接触完整的粘膜，而不穿透身体无菌区域。低度

危险性一次性使用器械是用于局部接触，而不穿透完整的皮肤。 

 

大多数低度危险性器械，如高血压袖套，可以清洗和重复使用，风险很小。已经打开包装，

图 30. 一次性医疗器械国际标识 



 

 卫生保健机构医疗器械的洗消与复处理 110 
 

但未使用的无菌器械有时可以重新灭菌，前提是材料能够经受灭菌过程。然而，一些侵入性

的一次性使用器械，特别是长管腔、带铰接部件或部件之间有缝隙的，接触体液或进入组织，

就很难或不可能清洗干净。重复使用一次性器械具有明显的交叉感染风险，而且由于材料或

精密部件复处理的不利影响，器械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增加。 

 

一次性使用器械复处理的规范文件 

1996年，加拿大卫生部（Health Canada）与加拿大污染区域协会（CHA）合作，为医院在

重复使用决策方面提供指导。最终由加拿大卫生部部分资助的CHA指南出版。该指南已在加

拿大医院使用，并已由医疗器械促进协会在美国分发。CHA指南没有反对或取代重复使用，

而是提供了一种框架，以使医疗机构能够判断重复使用的价值，并建立必要的质量体系，以

确保复处理的一次性使用器械是安全的。 

 

CHA指南建议复处理一次性使用器械的质量体系应包括以下部分： 

1．应设立复用管理委员会，包括管理层、风险管理、流行病学、感染预防和控制、生物医

学工程、医疗设备处理和采购、医疗部门和会计。委员会应制定制度，确保每一个复处理的

器械符合流程，并监督是否遵守已批准的程序。 

2．每种类型的一次性使用器械都应有书面复处理程序。 

3. 进行复处理程序有效性的方法确认，以确保器械的无菌性和功能性。 

4．质量保证包括监测控制点和质量指标，定期抽样、器械检查和定期审查影响器械安全性

或功能性的外部因素，如医院操作实践的改变，器械供应商的改变，或器械的设计或材料改

变。 

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必须遵循良好的复处理系统 

 

一次性使用物品复处理的建议总结 

 医疗机构需要制定关于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的制度 

 标记为一次性使用的高度危险性和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不进行复处理和重复使用，除非

使用经权威许可的复处理过程。 

 为了工作人员和病人的安全，不能安全清洗的器械不能重复使用，例如针头。 

 具有小管腔的可重复使用器械，如导管、引流管和细管，应指定为仅一次性使用，不能

复处理和重复使用。 

 病人在家中重复使用的器械必须在使用前充分清洁。 

 家庭小型诊所可以考虑对单个病人重复使用一次性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 

 医疗机构有书面的关于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复处理的制度和程序。 

 一次性使用的高度危险性和中度危险性医疗器械，应丢弃在使用点，除非使用经权威许

可的复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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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无论诊疗过程在何处进行，无论器械如何及在何地转运，器械复处理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污染器械的处理和转运 

处理污染医疗器械应用减少人员医疗暴露风险和环境危害的方法进行。 

 

 污染器械应在使用后尽快运到指定的洗消区域。 

 污染器械应在加盖、完全封闭、防穿刺的容器中运输，防止液体溢出。容器每次使用后

应洗消。 

 污染器械的现场运输应遵循指定的路线，避免高人流和病人护理区。 

 必须清楚标识运送污染器械的推车和转运箱。 

 无菌和污染器械不能一起运输，即不能在同一推车上，避免交叉污染。 

 

成套器械术后的分类、分离和清点最重要。 

 确保所有器械及其零件在清洁前清点完毕 

 复用医疗器械应在指定区域操作 

 检查器械是否有损坏痕迹并进行必要的修理 

 单个器械或成套器械应可追溯，特别是感染预防和控制小组或手术部需要知道该器械用

在谁身上，例如与克雅氏病和其他风险有关的问题。 

 应尽快将污染器械运输到指定的洗消区域，使用封闭、放泄漏和防穿刺的容器/手推车，

并使用防篡改锁和安全标识。 

 生物危害标志应清晰可见 

- 应使用国际公认的标志或生物危险标志，应用不同的颜色明确标识-橙色，黄色，红色 

 

有各种类型的封闭容器系统可用。包括托盘、手推车、防渗袋、盖板箱和硬质容器。 

 运输容器在运输过程中起到双向保护作用，保护器械污染和保护人员免受血液或体液的

意外接触。运输容器使用后应清洗。 

 理想情况下，器械应湿式运输，但液体不宜过多。 

 诊疗区和复处理区域之间的距离通常很长，大型机构甚至在不同楼面，有时会限制运输

安全和实践。 

 运输时器械应小心包装，最好上锁，较轻的器械置于较重的器械上方。如果有货架，较

轻的物品应置于底层，更重的器械放置在方便搬运的高度。 

- 手工处理和职业安全流程应根据医疗机构制度制定并严格遵从。 

 理想情况下，所有运输手推车均应严格区分、标识为污染或清洁。 

- 在一些机构中，手推车交替使用，分别运输污染和洁净物品。 

 运输手推车制作材料应易于清洗，避免交叉污染。 

 

医疗器械进出洗消设施的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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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转运/道路转运 

 在使用场外洗消或外包洗消时，污染物品应特别留意。 

 运输车辆应完全封闭，并便于装载。 

 如果使用同一车辆运输污染和洁净器械，应通过制度隔离污染器械和无菌器械，以预防

交叉污染的风险。 

- 污染和洁净器械应分别放置在车辆的安全区域。 

- 污染器械的场内运输应遵循指定的路线，避开高人流量和病人护理区 

- 运输和装载污染器械的所有手推车和运输箱都应标识清楚。 

 

 

 
 

 

 

 

 

 

 

 

 

 

 

 

 

 

 

 

图 31. 无菌托盘推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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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牙科器械应在消毒供应中心集中处理。与牙科诊疗有关的器械的处理

需制定书面感染预防和控制制度，确保所有的牙科器械都接受适宜的洗消程序。应有专人负

责，确保所有制度和程序实时更新和落实，并定期进行审核以确保适用性。 

 

员工健康 

教育培训 

所有牙科工作人员都需要接受预防和感染控制培训。在开始牙科操作之前，所有新员工必须

参加感染预防和控制及器械洗消的入职培训。此外，他们应提供在这些主题继续教育的证明。 

 

免疫接种 

所有参与临床操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疫苗预防乙肝和其他疾病，特别是卡介苗，女性应接

种风疹疫苗。 

 

手术衣 

手术衣不应在手术室外穿戴，且必须在进入饮食区之前脱下。所有制服应在65℃清洗。 

 

图32 牙科手术区域图示 

 

 
 

 

牙科诊疗中的器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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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设备的洗消 

牙科用器械的风险分类Spaulding分类总结在表18中。所有可能接触任何体液的器械必须在

灭菌前仔细清洗。应确定专用的洗消区域，并设计器械从污到洁的流程，与先前供应室描述

的一样。 

 

表 17. 根据物品、手术类型和在牙科中使用的器械示例进行的 Spaulding 风险分类 

 

风险类别 手术类型 器械示例 备注 

高度危险性

物品 

进入无菌组

织、体腔或血

液 

外科牙科手术，

如切除全阻生

牙，拔除牙髓，

以及对活髓组

织进行牙髓手

术治疗 

 针头和注射器 

 牙钳和牙挺 

 牵引器和钻头 

 用于放置植入物的

器械、可植入物品（包

括微型植入物）和牙科

手术手机 

 

 无论是一次性使用还是可

以蒸汽灭菌再使用，使用前

必须保持无菌 

 高危险性物品必须灭菌后

立即使用，或使用包装储存

直至使用 

 如果包装损坏，器械在使

用前必须再次灭菌 

中度危险性

物品 

接触完整非无

菌黏膜或不完

整皮肤 

普通牙科手术  口镜 

 牙科修复器械 

 牙科镊子和探针 

 金属印模 

 偶尔在口腔中使用

的低危险性物品，如刮

刀(Lecron carver) 

 

 病人间使用的器械应灭菌

或一次性使用（后丢弃） 

 处理后，器械必须包装并

存放在封闭橱柜或专用容器

中，如器械槽，直至需要 

 一小部分物品可进行热力

消毒，例如，义齿抛光剂，

这类物品热力消毒是可以接

受的，因为不太可能被血液

污染 

低度危险性

物品 

接触完整皮肤 

  假牙量规和测量器

械 

 面屏 

 防护眼镜 

 铺巾 

 牙科调药盘 

 咬 合 量 规 （ Willis 

gauges） 

 使用清洗剂和水进行清洗

就足够了，某些特殊情况可

使用热力消毒和热水 

 处理后，器械应同中度危

险性器械一样储存以防污染 

 

器械清洗 

消毒前清洗可通过： 

 

手工清洗 

应使用长柄刷清除污物，并且使用厚手套，佩戴防护眼镜。用于手动清洗的清洁刷必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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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洗，然后储存干燥，并定期高压灭菌（见手工清洗方法的一节）。 

 

超声波清洗 

带有篮子的超声波清洗器是首选（参见超声波清洗部分）。清洁器应使用清洗液，并应在每

次诊疗后和严重污染时丢弃。一旦清洗循环开始，就不应中断，不应中途添加更多的器械。 

 

洗消一体机 

这是最有效的清洗方法，应遵循制造商的指示。（详情请参阅器械清洗部分）。 

 

器械灭菌 

压力蒸汽灭菌是所有牙科器械灭菌的首选方法。理想情况下，可以送至SSD完成。有时患者

的快速周转将需要快速灭菌，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便携式桌面蒸汽灭菌器（卡式锅）（见表

17）。 

 

干热灭菌和化学消毒剂不推荐用于牙科器械和设备的常规灭菌。紫外线和沸水不得用于器械

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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